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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质量万里行”名优推荐
��������霍氏【鲜清】是日本京都本草株式会社历时 50 年，花费 20
亿美元研制成功的针对皮肤病发病根源的基因产品， 采用非
激素类的“基因绿色除癣”方法。 7 年来，荣获“中国质量万里
行”名优品牌
推荐，所以选
择霍氏 【鲜
清】， 就是选
择放心！

皮肤湿疹、奇痒、红色斑疹、小水疱、流黄水 ……

美女难忍 欲用刀刮皮

“自从消除湿疹瘙痒后，有时
在睡梦中也会偷着乐。 现在的皮

肤光洁柔滑，无袖衫、超短裙样
样可以穿。 但是在一年前，夏天
我却天天捂着长袖长裤。 ”美女
对笔者说。

因难以忍受手臂、身上、腿上
湿疹奇痒，我用手伸进衣服内拼命
抓痒，衣服接缝处多次被撕开几寸
长的口子，有时用力过猛内衣吊带
被扯断， 并将身上抓出条条血印。
吃的药、 外涂的止痒膏剂全用过
了，由于治疗不彻底，逐渐发展成
渗液、干燥、结痂、粗糙、肥厚以及
裂口。 看着身上的烂皮肤，我心里

就像刀刮的一样，恨不得用刀刮了
这层皮。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报纸上
看到霍氏“鲜清”的介绍后，立刻在
指定药店购买了一个周期，不到一
星期皮肤就不痒了，半个月后皮损
逐渐好转， 结痂逐渐溶解软化、脱
落。 又买两盒巩固用完后，旧皮全
部褪完，换了一层新肤，湿疹瘙痒
奇迹般地消失了。 为了治病，以前
最爱吃的辣椒被戒了近三年，现在
可以大胆放心吃了!

热线：0731-85361890

———芙蓉区的张先生赞“鲜清”是“无癣不清”

十多年的牛皮癣都已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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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近
天气炎热，
很多疝气
患者因为
害怕“天热
要出汗，伤
口长不好”
纷纷放弃
手术，改而
选择一种
疝立消贴，
结果没想
到，多年的
疝气居然
一贴就全
好了！

据 了
解外用贴
剂疝立消
肚脐治疝
气源于百
年秘方，很
方便，不吃
药不手术、

无创伤、无痛苦、无副作用每天只需用
一贴即可，最适合老人和小孩。

疝气在活动期（疝包在平躺或用手
推挤时能够缩回）， 是临床不用手术或
打针治疗的最佳时机。 被誉为“治疝神
医”的岭南名医何林生老先生，祖辈专
攻疝气病。做为最早一批享受特殊津贴
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年逾百岁的何老独
创的肚脐填药治疝气的方法对老人，小
孩疝气消除有神奇效果，患者一般使用
当天不自觉放屁，腹部压力消除，坠胀、
疼痛感立即减轻。 15 天疝囊回缩，走
路、活动都无任何不适感。 30天各种疝
气、鞘膜积液完全清除，咳嗽、喷嚏、啼
哭、劳累都不会复发。

年逾百岁的何老对现在一些利用
患者敛财有违医德的行径非常愤慨，将
祖传秘方“通脉消疝方”精提深制 36 味
名贵中药，研制成不手术、不打针、不吃
药轻松消除疝气的疝立消必康贴，现已
在我省上市，让千万被误治的疝气患者
走出误区，彻底摆脱病痛，被患者称颂
为消疝奇药。

疝立消必康贴五大特点：1. 方便：不
用服药，无需手术，每天只需用一贴即
可。 2.安全：无创伤、无痛苦、无副作用、
避免手术危险， 最适合老人和小儿使
用。3.高效：磁芯助药力、1贴见效。快速
缓解腹胀、腹痛、便秘、绕脐腹痛、恶寒
肢冷、筋脉拘急等症状。 4.彻底：疝立消
必康贴 1-2 疗程：疝环闭合，腹股沟韧
性增强， 从根本上防止内容物破虚而
出！ 5.临床中医验证：疝立消治疗平躺
时能自动回纳的疝气及患病 2 年内核
桃大小疝囊的患者 1-2疗程即可恢复。

贴疝立消必康贴时配合疝气带，用
药不久疝包即可消失，持续一周期，使网
膜再生至一定厚度再停用，专防复发。

现已开通专线：0731-85134061。
打进电话前 20名者,买 5�盒赠 1盒再赠
专用疝气带一条。 疝气患者也可直接到
东塘楚仁堂大药房 /火车站楚明堂大药
房 /株洲：健康堂大药房 / 岳阳：为民药
店(九龙商厦对面）购买。 市内免费送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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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明涂抹降尿酸，患者有望告别吃药
（最新信息）痛风不用再吃药，只需

轻轻一抹就能止疼、降尿酸。 日前，上海
中医药大学的最新研究已被转化为科技
成果在我省上市。

在过去， 痛风一直要靠吃药来控制
血液中的尿酸含量， 而这些药物往往对
肾脏、 肠胃有不同程度的毒副损害。 现
在，新的痛风药膏直接透皮给药，痛风病
人每天在手脚关节涂抹一次， 就能抑制
尿酸生成， 并且对于急性发作期的关节
疼痛也有惊人效果。

和一般止疼膏不同， 新型痛风“膏
药”更确切的说是一种凝胶喷剂，呈棕红
色半透明状态。 这种凝胶体止痛效果是
普通秋水仙碱的十倍；降酸、溶石效果是

别嘌醇的七倍。
将这种凝胶抹到痛风关节处， 最快

只要几分钟，剧烈疼痛瞬间消退，同时，
血液里的尿酸大量减少， 尿液越来越干
净。不到一周，血液变回到完全正常的碱
性。更有临床使用中的大痛风石患者，由
于手脚上的“大石头” 一圈一圈缩小过
快， 本来红肿发亮的表皮竟然生出好几
道褶皱。研发人员介绍，痛风凝胶集中了
我国蛋白组学应用研究的最新成果。 其
独含特异生物碱化酶，具有止疼、抑酸、
溶石三重功效。

碱化酶透皮吸收后， 首先在关节处
聚集，分解尿酸结晶，炎性粒子被消除，
不再撞击神经，疼痛立刻消失；浸入血管

的碱化酶随血液游走全身， 持续释放密
集的磁力线，限制黄嘌呤氧化蛋白(XO)
的活性，减少嘌呤氧化，尿酸生成减少。
长期补充碱化酶，还能碱化体液，恢复尿
酸正常值，痛风不再复发。

上海中医药大学的科学家在研究霍
氏五子方时，偶然发现了这种生物酶。继
而由苗仁堂实现了这种酶透皮吸收的稳
定性。因为对痛风治疗有奇效，他们给它
起名为“霍氏痛风灵”。 五子方是贵州苗
岭山区广为流传的一种痛风病灵方。

据悉， 由于解决了痛风吃药治疗的副
作用难题，霍氏痛风灵已经获得国家重大
发明专利证书(专利号 200510030810.2)。

我市东塘楚仁堂大药房 /芙蓉区：火

车站楚明堂药房 / 火车站阿波罗药柜 /
火星镇楚济堂 /天心区:平和堂（五一店 /
东塘店）/南门口好又多药柜 /新开铺新
一佳康寿药房 /雨花区：红星步步高超市
药柜 /侯家塘新一佳超市药柜 /岳麓区:
河西通程新一佳药号 /西站康寿大药房 /
开福区:东风路楚仁堂药房 /星沙：旺鑫大
药房 / 浏阳：钰华堂大药房 / 望城：工农
大药房 /宁乡:开发药号 /株洲：贺家土健

康堂大药房 /湘潭：基建营福顺昌医药堂
/岳阳：为民药店（九龙商厦对面）/邵阳：
时珍大药房 / 益阳： 平和堂大药房 / 衡
阳：同健大药房 /常德：武陵阁大药房 /娄
底:天天好大药房 /吉首：博爱大药房 /郴
州：同仁药店 /永州：冷水滩康源大药房 /
怀化： 东方大药房都已引进“霍氏痛风
灵”。 痛风患者直接前去购买，也可拨打专
线 0731-82233234垂询。 市内免费送货

痛风,一抹就好

长沙：●东塘楚仁堂大药房
芙蓉区：●火车站楚明堂大药房

●火车站仁寿堂药号（晓园大厦 1楼）
●火车站阿波罗药柜（北门通道）
●火星镇楚济堂（凌霄路店）
●马王堆誉湘大药房
● 一品大药房（马王堆陶瓷市场）
●长沙大厦新一佳大药房

天心区：●平和堂：五一店、东塘店

●南门口好又多药柜
●芝草大药房（五一新干线）
●新开铺新一佳康寿药房
王府井百货负一楼药号

雨花区： ●红星步步高超市药柜
●井湾子新一佳崇源堂药房
●侯家塘新一佳药品柜
●庆元堂大药房橙子街店（林科大旁）
●楚济堂洞井店（汽车南站对面）
●崇源堂大药房（省水利厅内湘水超旁）
● 一品大药房（高桥五一新村）
●东塘星城大药房
新星小区庆元堂大药房（圭塘路 115 号）

康寿大药房赤岗冲店（家润多对面）
开福区:●万和大药房（市第一院对面）

●东风路楚仁堂药房（汽车城旁）
●楚明堂大药房（黄金海岸店）
●庆元堂大药房晚报大道店
●楚明堂大药房（湘江世纪城店）
●庆元堂大药房华厦店、德雅路店

岳麓区：●河西通程新一佳药号
●楚明堂大药房
●康寿大药房（西站进站口对面）
●双鹤大药房：芙蓉广场家乐福店

开福新一佳店 雨花亭沃尔玛店
楚济堂大药房（枫林宾馆旁）

星沙：●旺鑫大药房
●通程新一佳大药房

浏阳：钰华堂大药房(北正中路 23号)
宁乡：●神洲大药房：苏宁电器店、金林店
望城：●工农大药房（工农路 1号）
株洲：●健康堂大药房（贺家土浩天宾馆面）
醴陵：●春天大药房（来龙门超市旁）
茶陵：●得康文明大药堂（摩托车市场）
湘潭：●基建营福顺昌医药堂（步步高斜对面）

●福顺昌医药堂（南盘岭十字路口）
●福仁堂大药房（四中对面）

易俗河：●仁康大药房（步步高超市）
岳阳：●为民药店（九龙商厦对面）

●土桥友谊医药商场（国际大厦斜对面）
平江：●华生大药房（犁头嘴）
汨罗：●心正大药房（新华书店二楼）
邵阳：时珍大药房(市中心医院斜对面）
常德：●武陵阁大药房 ●战备桥大药房
临澧：●安济堂大药房（朝阳市场旁）
石门：●步行街大药房
安乡：●麒麟堂药店
澧县：●好心人大药房（步步高楼）
津市：●恒源堂大药房（望江广场旁）
汉寿：●福春堂大药房（建设西路海天酒店旁）
桃源：●正康大药房（邮电局对面）
益阳：●平和堂大药房（陆贾山庄门面）

● 桥北家润多大药房
●家润福大药房（新一佳超市内）

桃江：●家润福大药房（新爱丽丝超市）
沅江：●家润富大药房庆云山店
安化：●益民大药房连锁
南县：●益康药店（远大电器旁）
衡阳：●同健大药房中山南路店（基督教旁）

●同健大药房苗圃光明店（建行对面）
娄底：●天天好大药房（市财政局旁）
涟源：●心健大药房（光明山市政府对面）
新化：●上梅大药房
冷水江：●西苑药店（都得利超市右边侧）

● 新天地大药房（新天地大厦一楼）

郴州：●富民大药房（马家坪步步高超旁）
●同仁药店（第一人民医院大门口）

永兴：●仁济堂药店（南大桥头）
吉首：●博爱大药房（人民北路佳惠超市对面）
永州：●冷水滩康源大药房（市委正对面）
怀化：●东方大药房（中心市场天桥下）

●汽车西站楚济堂大药房
洪江：●百姓大药房（二医院对面）
黔城：●惠好大药房（宏源宾馆对面）
溆浦：●怀溆大药房（老百货公司对面）
靖州：●梅林路国药店
张家界：採芝堂大药房

市内免费送货 省内免费邮寄

【霍氏鲜清】特供经销地址
（带“●”为 120毫升特惠装地址）

▲最新研制的痛风凝胶，不吃药治痛风获国家专利

俗话说：疼不死人痒死人。 瘙痒
难耐，抓破皮、挠出血、热水烫、用针
扎、铁刷擦、刀背刮……打针吃药、抹
激素、用偏方，方法用尽、瘙痒就是止
不住。痒得揪心刺骨、坐卧不安、彻夜
难眠。

霍氏“鲜清”是日本京都本草株
式会社首席科学家“基因双酶疗法
创始人” 上原优太院士针对皮肤病
发病根源的尖端基因产品针对皮肤
瘙痒，靶向定位研制，无论是脚气钻
心痒、紫外线过敏痒、湿疹糜烂痒、
皮炎灼热痒、 银屑病浑身痒……均
可喷喷就好！

据介绍，皮肤瘙痒是风邪、湿邪、
燥邪、 火邪及菌虫等邪毒侵入体内所
致。皮肤瘙痒，痒在表皮，根在基因。如
果把痒比做草，那么基因就是草的根，
割草不断根，就会春风吹又生。也就是
说，皮肤瘙痒，光止不断，没完没了。根
治瘙痒不反复，必须从基因入手。

霍氏鲜清不仅一喷就止痒， 还会
感觉从皮肤里冒出丝丝凉气（祛风
邪）， 或是渗出一层珠状液体（祛湿
邪），或是皮肤微微发红（祛燥火邪），
或是出现一些异味粘稠物（杀菌虫），
这就是脱出体内毒素， 不仅让皮肤瘙
痒痛苦彻底解脱，而且多年的手足癣、

体癣、头癣，股癣、湿疹、皮炎、银屑病
等皮肤病也逐渐痊愈。脚气掉皮、干痒
脱皮、溃烂破皮、色素沉着及粗糙肥厚
的皮肤都恢复光鲜亮泽， 皮肤瘙痒不
再复发。

自霍氏鲜清上市以来，凡用过的
患者无不叫绝称奇，老患者反馈说：这
药水喷上就不痒，断痒真是有劲儿！脚
气糜烂、一片片的湿疹、皮炎、晒出的
小疙瘩都好了！凉嗖嗖的立马不痒，抹
上不到一天，水泡变蔫吧，脓水也没了
……眼瞅着脱出毒来， 多年的奇痒再
没犯过，神啦！

热线：0731-85361890

上原优太院士

皮肤奇痒 基因止痒
有 绝 招

皮肤健康

85361890霍氏鲜清
热线 0731-

120毫升1� 1赠送 10毫升鲜清
价值 49 元买 赠

20 毫升 赠送 10毫升鲜清
价值 49 元买 赠2� � 1

神经性皮炎烦死人
� � � �李先生是神经性皮炎患者， 三十多年病情反复
发作。 长时间的抓挠，使他的脖子、背上及下腹部泛
发大片棕色皮疹，皮肤粗糙干燥，浑身奇痒钻心，干
扰得他难以入睡。 去年 ８ 月，他开始用霍氏“鲜清”。
两盒还没有用完，瘙痒就不再犯了，裂开了口子也愈
合上了。 现在都一年了，皮肤再也没有痒过。

痒!痒!痒!头癣瘙痒 屑直飞
�������张先生 80年代一次烫头后引发头癣、头皮奇痒、
头屑丛生，抓挠之后流出黄色黏液，并且散发阵阵怪
味，反复发作让他夜间无法入眠，白天精神恍惚，妻子
常因为他在吃饭时不自觉地抓挠，头屑乱飞而与他争
吵，闹得十分不快。使用鲜清后，张先生反映说：“喷上
去立即就不痒了，用了两周期，头上皮癣就大块地往下
掉，头癣全好了，再也没复发。 ”

一盒无效 全额退货
� � � � 为答谢新老顾客对霍氏鲜清七年来的支持和厚爱，
特携手各大药店，举办“免费试用，无效退款”的活动。

� � � � 患者若购买到假货，可
直接向出售药店索赔 1000
元人民币。

如果向我公司举报，情
况属实，另有奖励。

举报电话：0731-85361890

霍氏鲜清

打假公告

� � �提示：请您先使用赠送鲜清 10毫升商品包装，如有
任何不满意，只要正常商品未开封，3天内凭售后服务卡
可无条件全额退款。 市内免费送货 省内免费邮寄 货到付款

辽宁专销

2.“湖南专销”四字

3.“霍氏”反白字样

1.广恩堂商标

三大标识
缺一即为假货
三大标识
缺一即为假货

生产企业：贵州苗仁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监制出品：香港百年霍氏集团有限公司

��1000 万顽癣患者共同见证，
畅销中国 7 年，顽癣首选品牌！
�������信赖霍氏【鲜清】，可以不信道听途说，
不信促销员，只相信群众的眼睛，相信中国
数百万康复患者的亲身经历。 7年来，广州、
深圳、河北、西安、江苏、上海、湖南、湖北
……霍氏【鲜清】全国热销，每年销量直线
上升。“大江南北，鲜清正劲，克顽疾，获新
生”。

银屑病、湿疹、皮炎、瘙痒、手、体癣、股癣、花斑癣等皮肤顽癣 就好!喷喷

芙蓉区的老张得牛皮癣已有十多年了，从脖子到脚全是皮癣，是个十足的老
牛皮。 他平时从不光着身子干活，害怕别人笑话他。 有空就到各大医院弄药，中
药、西药、激光、偏方都用遍了，就是治不好。 有时这皮癣让汗水一浸，难受的要
死，还痒的钻心，早晨起床，被单上一层层白屑，就连每次和老婆亲热都得穿背
心。后来在报纸上看到有关“鲜清”的报道，抱着试试的心态在楚仁堂药店买了一
大盒，第一次用，全身都不痒了，持续用了一个星期左右皮屑就脱的差不多了，后
来又买了两个疗程，坚持用了一个多月，身上的硬痂开始往下掉，背上的老皮死
皮都已完全脱落换了新皮！ 这下，老张不管三七二十一，干起活来就把衣服脱掉
光着膀子干，他心里痛快得不得了，当见到笔者时，兴奋的亮出曾经鳞屑密布的
双腿，十多年的牛皮癣现在奇迹般的全好了，他直夸“鲜清”是“无癣不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