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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木甘”由上海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联合上海金丹堂生物公司研发

古方今用治痛风———止痛消肿快，不复发

你还在乱服药物吗？
现在， 各类补肾广告铺天盖

地！ 早泄补肾？ 北京协和医院著名
男科大夫曹简笑着告诉笔者，方向
错了， 部分男性生殖器神经较脆
弱，在前列腺炎、手淫等外因刺激
下极易分泌过敏酶，令生殖器异常
敏感、易兴奋勃起，连续抽动时容
易射精形成早泄。 所以说，早泄病
根是神经太脆弱，而补肾解决的却
是无法勃起、阳痿病根是肾虚。

医学研究表明：部分男性生殖器前端神经较脆弱，在前列腺
炎、自渎等各种外因刺激下极易分泌过敏酶，令生殖器前端异常
敏感、易兴奋，从而导致两性生活时间过短。男性时间短，不能自
如控制，就不能使伴侣满意，长期以往给男女双方带来身体和精
神上的伤害，以致家庭破裂。 补肾产品在全国有上千种，而国家
批准脱敏根治早泄的却只有一个--仁青甘露锁龙液。 被称为
【延时神露】的仁青甘露锁龙液，它是国内唯一专治前列腺、手淫
和衰老型体质等各种早泄的产品， 该产品不需口服， 无肠胃刺
激，无肝肾损伤，安全、经济、可靠。当天见效，一至两个疗程就可
以使男性随意控制时间长短，释放自如，夫妻生活和谐、完美！

3分钟锁住男人早泄
仁青甘露锁龙液原料均采自 3800米雪线以上的雪域高原

的藏区，绿色无污染，藏秘炮制，令药液更具穿透力，玛仁果那等
君药渗透龟头后能迅速杀灭过敏酶，当晚即达到延时数十分钟，
哇夏嘎、藏丁香等臣药则可以持续滋养脆弱的性神经，令其强韧
后永不分泌过敏酶，2-3分钟的一般早泄仅需一个疗程均可提
高男人射精阀值，自然延长男性耐受时间，改进夫妻生活质量。

仁青甘露锁龙液的另一独特之处，是清晨给药，我国著名的
藏药研究基地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民族医药研究中心的藏医
大师噶玛教授告诉笔者，早泄在藏医中属于夜病，锁龙液选在太
阳初升， 男性体内阳气上升的清晨给药不仅符合藏医夜病晨治
的原则，效果也最佳。 患者仅需清晨向龟头轻轻一喷，原浆药液
渗入龟头直入病灶，12 小时持续深度治疗（白天），当晚各类早
泄患者的时间即可延长至 30分钟以上，夫妻生活协调，前列腺
类型、手淫型、衰老型等早泄轻的一疗程、中度的两疗程即可。

用锁龙液，不做“半路”夫妻
王先生年轻时精力旺盛，但由于长期在外出差，养成了不良

习惯，结果四十岁就已经力不从心，虽然能勃起，但是半路熄火，
草草收兵。老婆说他们是半路夫妻。年前老王听北京朋友说锁龙
液专业治早泄，便托人从北京带来 8盒，用了半年时间，现在又
好像回到年轻时候，每次能持续 30-40分钟，精力无限！

此外，锁龙液中植物因子能清除男子包皮污垢，防止包皮污
垢导致男性生殖器癌变，强力杀灭革兰阳性及阴性菌，化脓性链
球菌、淋球菌等生殖器有害病毒，阻止通过夫妻生活使细菌进入
女性体内，降低和杜绝妇科疾病及性病发生。

特别提醒：作为我国经卫生部门鉴定、专文确认有脱敏治疗
特效的仁青甘露锁龙液，现已在全国各地热销，受到广大消费者
一致好评。如果你想细致了解该产品的功能，可拨打我市咨询电
话 0731-82500531了解详情，本版下方指定药房有售；市内免
费送货。

蓝顶、蓝波、锁龙液指定经销：
长沙：长沙：东塘楚仁堂大药房
火车站阿波罗药品柜
五一路平和堂负一楼药品柜
南门口大药房（原好又多药号）

东塘星城（养天和）大药房
河西通程新一佳药品柜
汽车西站康寿大药房
火星镇楚济堂大药房
红星步步高楚济堂大药房

新开铺新一佳康寿大药房
东塘平和堂药号
星沙：旺鑫大药房 宁乡：开发药号
望城：九芝堂康民大药房
浏阳：仁济药店（北正中路 43 号）

株洲：贺嘉土健康堂大药房（建设路浩
天宾馆斜对面） 平和堂药号
湘潭：福顺昌基建营店

（基建营步步高斜对面）
衡阳：民生堂中心店（解放路附二院旁）

岳阳：土桥友谊医药商场
益阳：平和堂大药房（市水利局斜对面）
常德：战备桥大药房（战备桥红绿灯旁）
晶华大药房（桥南汽车总站）
娄底：天天好大药房（市财政局旁）

新一佳超市康熊药柜
涟源心健大药房
（光明山市政府对面）

郴州：同德堂大药房
（人民西路店、燕泉广场店）

神奇小“秘”丸专克痛风病
常德的老许患痛风多年，以

前每月必发作一次。 从自吃了病
友推荐的乌木甘木瓜蝮蛇颗粒
后，当天疼痛就得到缓解，不再钻
心地痛了，一周左右关节肿胀、肌
肉酸疼就明显好转， 葡萄粒大小
肿块也消了一半。特别是早起后，
腿不僵直、发硬了。 半个月左右，
原来发硬的关节周围组织， 都变
软了，腿脚轻松、浑身有劲。另外，
老许自从吃了乌木甘后， 排尿特
别黄、臭，尿中还有鱼子样颗粒，
腰部和下腹部“坠胀”缓解了。 到
一个月左右当血尿酸降到 372u－
mol/L时，他还敢吃点肉和豆腐。
饮食适当放开了， 免疫力也明显
提高，几乎没感冒过。

乌木甘全部选用“药食同
源”的纯中药制成，非常安全。 老
许常戏称， 没想多年的痛风，今
天像“吃饭”一样好转了。 同时，
他也真希望那些痛风反复发作、
血尿酸高和饮食受限的病友，都
能试试。

编者按今年 4 月 29 日中央
电视台第 119期《走近科学》播出
了一期《痛风隐患》的特别节目，
揭开了痛风患者触目惊心的苦难
生活：痛风来去如风，关节除了红
肿热痛之外， 还长满大小不一的
痛风石， 导致手脚畸形， 行动困
难，严重痛风还会引发肾衰竭。事
业上退居“二线”，生活上需人照
料……痛风患者在痛苦中挣扎
着，盼求“救命良方”。

在《走近科学》摄制组专访国
内著名痛风专家后， 得出了一个
结论：补充尿酸酶，溶解尿酸盐结
晶，恢复肾脏排酸能力，才是治疗
痛风的根本途径。

而在不久前，上海中医药大
学基础医学院的科研组经过长
时间科研攻关，从“药王”《千金

要方》中“祛风先活血，血行风自
灭，血行需强肾”的理论，找到了
一套独有的治疗方法。 经反复配
伍，专家们精选旅顺口海岛乌梢
蛇、黑眉蝮蛇骨、岭南木瓜、宁夏
甘草等“药食同源”的上品药材，
联合上海金丹堂生物公司采用
目前最先进的现代生物基因分
离技术，成功研制出能快速溶解
尿酸盐结晶、有效纠正人体嘌呤
代谢紊乱、抑制尿酸合成的痛风
新品———“乌木甘木瓜蝮蛇颗
粒”。

科学发现：【乌木甘】 独含有
一种神奇的高密度活性蛋白酶，
它是一种整体效应分子团， 是中
药浓缩精华， 其治疗痛风的过程
有效而直接：

1、溶解尿酸盐结晶：乌木甘
能大量吞噬掉尿酸因子， 中和尿
酸， 快速溶解关节处沉积的尿酸
盐结晶（痛风石），将尿酸盐结晶
从关节、 尿路下段及皮下组织剥
离出来。

2、 有效纠正人体嘌呤代谢
紊乱： 乌木甘能补充人体尿酸
酶， 把尿酸层层分解为尿囊素，
随人体代谢排出体外， 最后，痛
风石一点不剩， 血尿酸趋于稳
定，痛风不再痛。

3、能抑制尿酸合成，防反复：
在溶酸的过程，“乌木甘” 同时滋
补肾脏，调理五脏平衡，修复受损
的细胞和脏器， 增强肾脏排酸能
力，提高机体免疫力，抑制尿酸合
成，使尿酸稳定在正常水平，防止
痛风伴随的高血压，高血脂，动脉
硬化， 生理功能障碍等并发症的
发生， 从源头上有效防止痛风再
次复发， 特别适合久治不愈的痛
风病患者。 它比传统验方配伍更
科学、见效更快、疗程更短，并且
完全无副作用，无依赖性。

我省近千患者亲历：当天止痛、3天溶酸、7天消肿

银屑病、湿疹、皮炎、皮肤顽固瘙痒
等各种皮肤病，被称为不死的癌症，我国在
这方面的治疗一直相对滞后， 传统口服药
对肝肾、血细胞及内分泌系统伤害严重，外
用药多以皮脂类固醇激素为主， 治疗不彻
底，易反复。 据了解，为改变现状，我国已从
西班牙原装引进一种神奇的洋药水， 将逐
步取代现有用药，成为皮肤病一线产品。

这种皮肤病洋药水名叫 BLUE�CAP，
中文名叫“蓝顶喷剂”，来自西班牙 EK实验
室， 是我国目前唯一原装引进的皮肤病外
用产品，采用喷雾剂型，避免了口服药对肝
肾的伤害， 以及外用擦剂对皮肤患处造成
的机械性摩擦再损伤，使用方便，见效快。

蓝顶喷剂不但是目前全欧洲最有效的
产品， 也是唯一通过欧洲 EOD无激素测试
的生物制剂， 用后不会对皮肤造成任何副
作用。 我国央视《科技之光》曾进行了深入
细致的特别介绍： 蓝顶喷剂除安全、 有效
外，其无菌净化、纳米提取、真空灌装等多
项技术荣获欧洲 12个国家 43项专利。

蓝顶喷剂引入国内后，在第一时间由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重庆医科大学、武汉同
济大学联合进行了多中心临床测试， 数据
表明：蓝顶喷剂作用于人体皮肤后，能抑制
角质异常增生，杀死皮癣真菌，并激活免疫
细胞。 使用后可立刻止痒，3-4天后死皮开
始脱落， 破损面积缩小， 瘙痒消失， 使用
10-15天后，板硬干厚、粗糙皲裂的皮损面
变薄、变软，溃疡糜烂愈合，鱼鳞消退。 一般
患者 2个月内，即可告别皮肤顽癣。 而事实
上，许多患者在治疗 7天后，就已经出现大

幅好转， 有效率达到 83%，数据非常惊人。
真正的原装进口 用过的人都说好！
真实：牛皮癣患者说：“是不是真进口，

看产地，蓝顶由西班牙本土生产，这才叫货
真价实！ 喷一星期，就像换了一身新皮，光
滑有弹性，连最顽固腋下部位都好了。 ”

高效：皮炎患者说：“用上进口药，皮炎
好得快，最不一样的感受就是治好后，到现
在一直没反复。 ”

安全：湿疹患者说：“本来湿疹不太重，

可是错用了激素，停药就犯。 用了蓝顶才真
正见识到了不含激素的药，才有真疗效！ 瘙
痒消失、裂口愈合、结痂脱落，现在是睡得
香，心不烦，再也不用抓、挠、掐。 ”

“每天都要面对流言蜚语和歧视的目
光， 身体还要遭受难以想象的痛痒……为
了能治好身上的皮肤病， 上至几百元下至
几元的药物我都一一试过，花了几万元，就
是没有摆脱‘用药见效，停药反复’的恶性
循环， 这些激素药膏， 除了让皮肤面目全
非， 就是伤肝又伤肾。 多亏有了进口小药
水，用了不到 10天，皮损面就变薄变软，溃
疡面糜烂逐渐愈合， 不到两个瓶皮肤居然
恢复了弹性，连小皱褶都长了出来……”一
位使用过蓝顶的皮肤病患者道出了心里
话，虽然病好了，但一提起激素还是后怕。

蓝顶在欧洲使用近 10 年， 已有近
2800万皮炎、湿疹、手足癣、老顽癣患者摆
脱病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其“药到
病除”的神奇疗效，临床医生甚至感叹，比
激素还快，安全性更高。 另外，国家之所以
花重金引进， 还看中了蓝顶史无前例的安
全性。 蓝顶经欧洲最权威的 EOD无激素测
试中心鉴定：不含激素和有害化学成分，并
在说明中明确标明“妊娠期和哺乳期妇女
可以正常使用”， 这一安全标准远超纯中
药制剂。

据了解，目前我国各类皮肤病患者已超
过 8000 万， 为普及进口蓝顶， 西班牙
catalysis制药公司出资价值 1000万欧
元的试用品，惠及更多皮肤病患者。我省皮肤
病患者可拨打 0731-85280728咨询订购。

一瓶进口药治好皮肤病

买 赠2 1
0731-85280728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湖南咨询订购热线：

蓝顶喷剂适用于:
����银屑病、 湿疹、
皮炎、 顽固瘙痒以
及鱼鳞癣、神经性、
脂溢性、 过敏性皮
炎、 荨麻疹、 花斑
疹、红斑、灰指甲、
手足体股癣顽固性
瘙痒等。

为了倡导科学的皮肤病治疗观念，并推广进口蓝顶喷剂，经过协商，西班牙
catalysis制药公司出资价值 1000万欧元的试用品，即日起 9月 12日只要购买 2
瓶蓝顶即可获赠 1瓶（30ML）。凡是通过电话订购者如果试用无效，或是有任何不
良反应，即无条件全额退回 2瓶货款，一诺千金，说到做到。

欧洲新技术,疗效有保证，不含激素
不伤肤;当天止痛痒，三天止脱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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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体验推广月
买 2赠 1
活动进行中…

激光、 液氮冷冻或腐蚀等治疗尖锐
湿疣、疱疹，无法完全防止其复发。最近，
由西班牙凯他利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生
产的专业治疗疱疹、 尖锐湿疣的产品
“GLIZIGEN喷雾剂”（中文译名：蓝波），
已获卫生部批准进入中国。 其核心成份
是植物甘草提取的一种特殊成份 RVT，
利用高速离子对撞技术， 生成的新分子
结构化合物；把它喷涂于患处及周围，能
强力渗入皮下，高强度、大面积、高深度
的对尖锐湿疣、疱疹病毒进行杀灭，防止
死灰复燃。

“蓝波 ” 喷雾剂是目前国内批准的
专治尖锐湿疣、疱疹的唯一进口产品；在
治疗尖锐湿疣、 生殖器疱疹、 复杂龟头
炎、非特异性阴道炎、扁平疣等方面与国
内药物相比主要具有治疗迅速、无痛、彻
底、安全等优势，只需轻轻一喷，2 分钟
内杀灭有害病毒； 对皮肤和呼吸道粘膜
无任何刺激与毒副作用，不产生溃疡，手
术后使用能杀灭剩余有害菌！ 经美国
FDA 六年 2 千例跟踪几乎无一复发，凭
借高端品质和完美功效， 现已成为针对
泌尿感染名符其实的一线产品。

疱疹湿疣回家治 只需一喷 悄悄好
100%进口 天然、安全、有效、不复发

蓝波是国际上治疗尖锐湿疣、 疱疹
及粘膜、皮肤感染的特效产品：

囊括欧洲 12国 43 项国际专利， 拥有 83 个国家，340 万康
复者验证口碑。 ；已通过欧洲 EOD无激素检测中心、美国 FDA
活体检测 100%无激素。 全球首个实现治疗（HPV）30 分钟快速
见效、愈合无复发的非口服类喷剂。

为帮助患者早日康复， 西班牙凯他利
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决定： 蓝波在中国上
市推广月期间实行买 2 送 1 的优惠政策
（截止 9月 11日，仅限 5天）。有需要的患者
朋友可拨打 0731-82662203 体验一下西
班牙原装进口“蓝波”，你会在不知不觉中发
现病毒被彻底清除；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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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钟锁住早泄

据了解，【乌木甘】专克痛风、
老痛风，止痛快，溶解尿酸盐结晶
快，消肿快，经上海权威检测部门
多次检验不含任何西药成分，纯
中药制剂绿色安全， 不会对肾脏
造成伤害。在全国上市以来，数万
名痛风、高尿酸人群共同见证，服
用当天，关节疼痛就有所减轻，晚
上能轻松睡觉；3天就疼痛消失，
一周后，关节红肿逐渐消失，痛风
石逐渐软化，不仅能穿鞋，走路不
再吃力， 关节基本活动自如，15
天： 肾脏排泄功能逐渐恢复、增
强；30天： 嘌呤代谢功能全面纠
正， 尿酸盐沉淀及痛风结石全面
清除，血尿酸指标恢复正常，可适
量进食海鲜、动物内脏等食物，不
易复发。

目前，【乌木甘】已在长沙东
塘星城（养天和）大药房、火车站
阿波罗药品柜、 五一路平和堂大
药房、南门口大药房、河西通城
新一佳药品柜、 东塘平和堂、星
沙：旺鑫大药房、望城：工农大药
房、宁乡：开发药号、浏阳：仁济

药店（北正中路 43 号）、株洲：贺
嘉土健康堂大药房 （建设路浩天
宾馆斜对面）、 人民药店中心店、
湘潭： 鑫任康药店 （长途汽车站
旁）、常德：战备桥大药房（红绿灯
旁）、 晶华大药房 （桥南汽车总
站）、益阳：平和堂大药房（市水利
局斜对面）、岳阳：步行街你好大
药房、土桥友谊医药商场、衡阳：
民生堂中心店 （解放路附二医院
旁）、 江东国泰药号 （湘江宾馆
旁）、娄底：天天好大药房（财政局
旁）、郴州：同德堂大药房（燕泉商
业广场）、 永州： 五洲大药房、吉
首：博爱大药房、邵阳：时珍大药
房上架。 痛风患者可前往购买；也
可 拨 打 咨 询 电 话 0731 -
82662851、82662871订购。

同时， 为让广大患者早日体
验到【乌木甘】快治痛风的神奇效
果， 湖南上市推广月期间电话订
购可享受： 买 4盒送 1盒的优惠
（活动截止 9 月 10日，每天前 50
名打进电话者另有惊喜优惠）。

乌木甘咨询订购热线：0731-826628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