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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的痴呆果真好了
65岁的妈妈得了怪病：老是流口水，神情

漠然，丢三落四，头摇手颤，有时连喝口水都
呛，走路不敢迈开大步，要爸领着走，老是说
我小时候的事，常把拖鞋放进冰箱里，煤气老
是忘了关。连她的头发都全白了……我心痛，
觉得妈妈没有享受到儿子的孝敬竟然这样
了。 爸爸告诉我人老了没辙了，看遍了医生，
吃尽了偏方，没起多大效果。 我眼泪直流，恨
不得我去吃尽所有的野草仙药， 好让妈妈好
起来！ 天啊，我一声声呼唤，我要妈妈，上帝会
显灵的……

妈妈随我到京治疗，在丰台部队大院
住的周大爷是女友父亲的老上级，他介绍我们
一种中藏药“复方手参益智胶囊”俗称“不老
草”来服用。妈妈一连吃了 4个多月，我起初发
现她爱笑了，脸比以前有表情，到 7个月时，白
白的头发竟然都返黑了， 走路不用人牵手了，
不呛水了。 现在几乎和正常人一样，我一直让
妈妈吃这种“不老草”。 也让老爸开始服用。

国家重点项目 081 号
“复方手参益智胶囊” 国药准字

［Z20026454］，“Z”代表中药、“2002”即批
准成国药的年份。 由中国质量检验协会保
障、著名藏药格拉丹东药业生产的新国药
OTC 甲类、专用于脑萎缩、痴呆、中风后遗
症的恢复、 帕金森综合症等脑病专用药

“复方手参益智胶囊”问世已经 10 年了。
国家唯一批准在功能主治里治疗老

年人由于脑萎缩、痴呆引起的健忘、智力
减退、失眠、乏力等对抗衰老的、国家藏药

重点推广的药品。 中国质量检验协会“质
量信誉保障产品”编号：caqliTD9000-06-081
号。“放心工程”，质保药品，每盒药都
有语音防伪标识。

藏药 10年临床康复患者众多，您完全
信赖的好药品！ 请认准辨认国家卫生部、中
医药管理局特批的功效：滋补肝肾、益精健
脑。“复方手参益智胶囊”独家药品、藏药、非
处方药、安全药。老年人需要服用的药，针对
大脑，延年益寿！

早用“不老草” 不得脑萎缩
据医学科学院、 协和医科大学药用

植物研究所研究表明：兰科手参为珍稀
药用植物， 具有较高的临床药用价值，
近年来逐渐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药
理活性包括抗氧化、提高免疫力、促进
脑细胞增殖、激活脑细胞等作用。 脑萎
缩、痴呆症是健康长寿的大忌！

“复方手参益智胶囊”特含君药手参效
果显著，独具功效：滋补肝肾，益精健脑。 肝
藏血主疏布，肾主水生髓，从源头上防止脑
萎缩的发生发展。 国家唯一批准的国药准
字、功能明明白白是益精健脑的药物。 此药
可增加脑循环、健脑增进记忆、抗疲劳、促
进性腺功能、提高免疫力，安神益智、益气
活血、固本养生、强壮机体的功效，其君药
手参，又名藏旺拉，为一种稀有的强身、补
脑良药，有“不老草”之称。

“唯有手参，才更有效”
“复方手参益智胶囊”适于智能减退、

健忘、失眠、丢三落四、不认亲人、语言颠
倒、失语、神情呆滞、幻听幻想、肢体麻木、

迷路不认家门、大小便失禁、手脚震颤、走
路不稳、衰老太快等。

服用 1～2疗程记忆力明显提高， 思维
清晰，肢体运动平稳，精神佳，失眠症状消失。

3～4疗程卧床瘫痪、颤抖僵硬消失、语
言流畅，不再流口水，大小便失禁者生活逐
步自理。

5～8疗程痴呆傻全面康复。

中药救脑，势在必行
我叫赵凤山，68 岁， 原医科大学副教

授。 从事一辈子医疗教育事业。 61 岁时我

感觉力不从心，就申请退休了，让我没想
到的是自从退下来后，几乎隔一段时间就
会出现一些不好的表现。 第一次是三儿子
来我家，我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经老
伴提醒才叫出来。 老了？ 糊涂了！ 我不相
信认为是偶然现象，不能说明问题。 后来
又发现看报纸时，报纸一直在抖，有一次
吃饭时帮老伴端菜手突然抖起来，一盘菜
摔在地上。

向北京订购了 6个疗程。 我接连服了三
个月，记忆力明显恢复，头不晕了，手不抖了，
走路有力，就连视力都提高了。把西药全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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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通知

专家
热线:010-87658899�67665199

全国免费咨询订购电话：
400�600�1199

“十月”特举办大型优惠活动，请新老
患者相互转告，10 月 31 止！ 复方手参益智
胶囊每盒 55元。

买 1疗程 30天（10盒）550元；
买 2疗程 1100元赠 1疗程 省 550 元
买 3疗程 1650元赠 2疗程 省 1100元
买 4疗程 2200元赠 3疗程 省 1650元
买 6疗程 3300元赠 6疗程 省 3300元

地址请发送至短信平台：13611037599
邮购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东铁营顺四条甲 63号
联 系 人 ：马卫政 邮编：100079
网 址：www.jk511.com

另讯：黑龙江哈尔滨亿隆大药房（哈尔滨市
革新街 79 号）；湖南长沙东塘楚仁堂大药房（长
沙市劳动西路大华宾馆对面）也有销售。
零风险购药 全国药到付款
外地需加手续费 80元

不老草

中国质量检验协会
质量保障防伪查询编码

国药准字 Z20026454

生产企业：
格拉丹东药业有限公司

OTC甲类
著名商标:格拉丹东

GMP认证、高新技术生产。
OTC药，非处方，安全药。

查询真伪：
1、看药号：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输入药

号“Z20026454”；
2、看药厂：中国质量检验协会质保药品，国家重点

保护著名藏药“格拉丹东药业”生产；
3、拨打：800-8108315 语音查询真伪，每盒药上都

有防伪数码；
4、就医看病索要票据；
5、全国仅限北京、长沙、哈尔滨有售。

国家药、放心药、安全药怎么能知道？

妈妈的痴呆果真好了
65岁的妈妈得了怪病：老是流口水，神情

漠然，丢三落四，头摇手颤，有时连喝口水都
呛，走路不敢迈开大步，要爸领着走，老是说
我小时候的事，常把拖鞋放进冰箱里，煤气老
是忘了关。 连她的头发都全白了……我心痛，
觉得妈妈没有享受到儿子的孝敬竟然这样
了。 爸爸告诉我人老了没辙了，看遍了医生，
吃尽了偏方，没起多大效果。 我眼泪直流，恨
不得我去吃尽所有的野草仙药， 好让妈妈好
起来！ 天啊，我一声声呼唤，我要妈妈，上帝会
显灵的……

妈妈随我到京治疗，在丰台部队大院
住的周大爷是女友父亲的老上级，他介绍我们
一种中藏药“复方手参益智胶囊”俗称“不老
草”来服用。妈妈一连吃了 4个多月，我起初发
现她爱笑了，脸比以前有表情，到 7个月时，白
白的头发竟然都返黑了， 走路不用人牵手了，
不呛水了。 现在几乎和正常人一样，我一直让
妈妈吃这种“不老草”。 也让老爸开始服用。

国家重点项目 081 号
“复方手参益智胶囊” 国药准字

［Z20026454］，“Z”代表中药、“2002”即批
准成国药的年份。 由中国质量检验协会保
障、著名藏药格拉丹东药业生产的新国药
OTC 甲类、专用于脑萎缩、痴呆、中风后遗
症的恢复、 帕金森综合症等脑病专用药

“复方手参益智胶囊”问世已经 10 年了。
国家唯一批准在功能主治里治疗老

年人由于脑萎缩、痴呆引起的健忘、智力
减退、失眠、乏力等对抗衰老的、国家藏药

重点推广的药品。 中国质量检验协会“质
量信誉保障产品”编号：caqliTD9000-06-081
号。“放心工程”，质保药品，每盒药都
有语音防伪标识。

藏药 10年临床康复患者众多，您完全
信赖的好药品！ 请认准辨认国家卫生部、中
医药管理局特批的功效：滋补肝肾、益精健
脑。“复方手参益智胶囊”独家药品、藏药、非
处方药、安全药。老年人需要服用的药，针对
大脑，延年益寿！

早用“不老草” 不得脑萎缩
据医学科学院、 协和医科大学药用

植物研究所研究表明：兰科手参为珍稀
药用植物， 具有较高的临床药用价值，
近年来逐渐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药
理活性包括抗氧化、提高免疫力、促进
脑细胞增殖、激活脑细胞等作用。 脑萎
缩、痴呆症是健康长寿的大忌！

“复方手参益智胶囊”特含君药手参效
果显著，独具功效：滋补肝肾，益精健脑。 肝
藏血主疏布，肾主水生髓，从源头上防止脑
萎缩的发生发展。 国家唯一批准的国药准
字、功能明明白白是益精健脑的药物。 此药
可增加脑循环、健脑增进记忆、抗疲劳、促
进性腺功能、提高免疫力，安神益智、益气
活血、固本养生、强壮机体的功效，其君药
手参，又名藏旺拉，为一种稀有的强身、补
脑良药，有“不老草”之称。

“唯有手参，才更有效”
“复方手参益智胶囊”适于智能减退、

健忘、失眠、丢三落四、不认亲人、语言颠
倒、失语、神情呆滞、幻听幻想、肢体麻木、

迷路不认家门、大小便失禁、手脚震颤、走
路不稳、衰老太快等。

服用 1～2疗程记忆力明显提高， 思维
清晰，肢体运动平稳，精神佳，失眠症状消失。

3～4疗程卧床瘫痪、颤抖僵硬消失、语
言流畅，不再流口水，大小便失禁者生活逐
步自理。

5～8疗程痴呆傻全面康复。

中药救脑，势在必行
我叫赵凤山，68 岁， 原医科大学副教

授。 从事一辈子医疗教育事业。 61 岁时我

感觉力不从心，就申请退休了，让我没想
到的是自从退下来后，几乎隔一段时间就
会出现一些不好的表现。 第一次是三儿子
来我家，我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经老
伴提醒才叫出来。 老了？ 糊涂了！ 我不相
信认为是偶然现象，不能说明问题。 后来
又发现看报纸时，报纸一直在抖，有一次
吃饭时帮老伴端菜手突然抖起来，一盘菜
摔在地上。

向北京订购了 6个疗程。 我接连服了三
个月，记忆力明显恢复，头不晕了，手不抖了，
走路有力，就连视力都提高了。把西药全停了。

全国免费咨询订购电话：
400�600�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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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的事，常把拖鞋放进冰箱里，煤气老
是忘了关。 连她的头发都全白了……我心痛，
觉得妈妈没有享受到儿子的孝敬竟然这样
了。 爸爸告诉我人老了没辙了，看遍了医生，
吃尽了偏方，没起多大效果。 我眼泪直流，恨
不得我去吃尽所有的野草仙药， 好让妈妈好
起来！ 天啊，我一声声呼唤，我要妈妈，上帝会
显灵的……

妈妈随我到京治疗，在丰台部队大院
住的周大爷是女友父亲的老上级，他介绍我们
一种中藏药“复方手参益智胶囊”俗称“不老
草”来服用。妈妈一连吃了 4个多月，我起初发
现她爱笑了，脸比以前有表情，到 7个月时，白
白的头发竟然都返黑了， 走路不用人牵手了，
不呛水了。 现在几乎和正常人一样，我一直让
妈妈吃这种“不老草”。 也让老爸开始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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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手参益智胶囊” 国药准字

［Z20026454］，“Z”代表中药、“2002”即批
准成国药的年份。 由中国质量检验协会保
障、著名藏药格拉丹东药业生产的新国药
OTC 甲类、专用于脑萎缩、痴呆、中风后遗
症的恢复、 帕金森综合症等脑病专用药

“复方手参益智胶囊”问世已经 10 年了。
国家唯一批准在功能主治里治疗老

年人由于脑萎缩、痴呆引起的健忘、智力
减退、失眠、乏力等对抗衰老的、国家藏药

重点推广的药品。 中国质量检验协会“质
量信誉保障产品”编号：caqliTD9000-06-081
号。“放心工程”，质保药品，每盒药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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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药 10年临床康复患者众多，您完全
信赖的好药品！ 请认准辨认国家卫生部、中
医药管理局特批的功效：滋补肝肾、益精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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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活性包括抗氧化、提高免疫力、促进
脑细胞增殖、激活脑细胞等作用。 脑萎
缩、痴呆症是健康长寿的大忌！

“复方手参益智胶囊”特含君药手参效
果显著，独具功效：滋补肝肾，益精健脑。 肝
藏血主疏布，肾主水生髓，从源头上防止脑
萎缩的发生发展。 国家唯一批准的国药准
字、功能明明白白是益精健脑的药物。 此药
可增加脑循环、健脑增进记忆、抗疲劳、促
进性腺功能、提高免疫力，安神益智、益气
活血、固本养生、强壮机体的功效，其君药
手参，又名藏旺拉，为一种稀有的强身、补
脑良药，有“不老草”之称。

“唯有手参，才更有效”
“复方手参益智胶囊”适于智能减退、

健忘、失眠、丢三落四、不认亲人、语言颠
倒、失语、神情呆滞、幻听幻想、肢体麻木、

迷路不认家门、大小便失禁、手脚震颤、走
路不稳、衰老太快等。

服用 1～2疗程记忆力明显提高， 思维
清晰，肢体运动平稳，精神佳，失眠症状消失。

3～4疗程卧床瘫痪、颤抖僵硬消失、语
言流畅，不再流口水，大小便失禁者生活逐
步自理。

5～8疗程痴呆傻全面康复。

中药救脑，势在必行
我叫赵凤山，68 岁， 原医科大学副教

授。 从事一辈子医疗教育事业。 61 岁时我

感觉力不从心，就申请退休了，让我没想
到的是自从退下来后，几乎隔一段时间就
会出现一些不好的表现。 第一次是三儿子
来我家，我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经老
伴提醒才叫出来。 老了？ 糊涂了！ 我不相
信认为是偶然现象，不能说明问题。 后来
又发现看报纸时，报纸一直在抖，有一次
吃饭时帮老伴端菜手突然抖起来，一盘菜
摔在地上。

向北京订购了 6个疗程。 我接连服了三
个月，记忆力明显恢复，头不晕了，手不抖了，
走路有力，就连视力都提高了。把西药全停了。

专家
热线:010-87658899�67665199

藏药 治好脑萎缩、痴呆症

在湄公河遭袭遇难的中国船员亲属
代表14日从泰国北部清莱府清盛县启程，
取道老挝回国。泰国外交部13日晚就湄公
河中国船员遇袭事件发表声明，称泰方愿
与中方密切合作，就这起事件展开调查。

认领遗体，举行追思仪式
在湄公河遭袭遇难的中国船员亲属

代表13日傍晚抵达泰国北部清莱府清盛
县认领亲属遗体。

遇难船员亲属代表还前往“华平号”
和“玉兴8号”两艘货船停泊地点，举行了
追思仪式。他们点燃蜡烛和孔明灯，悼念
遇难亲属。追思仪式结束后，遇难船员亲
属代表在工作人员陪同下，前往清莱医院
抽血，进行脱氧核糖核酸（DNA）对比。

164名船员及其家属回国

14日，湄公河货船遇袭事件后滞留泰
国的20多艘中国船只，164名船员及其家
属启程经由水路回国。

记者当天早晨在现场看到，所有船只
组成队列，驶离清盛港，沿湄公河向北驶
去。一艘中方护卫艇穿梭在中国船只的一

字形编队中，大约30名武装特警站在护卫
艇的甲板上，为中国船只提供保护。在队
列末位的“任达6号”后面，还有大约5艘泰
方武装快艇护送。

10月5日，“华平号”和“玉兴8号”两艘
货船在湄公河水域遭不明身份武装人员
劫持和袭击， 已确认有12名中国船员遇
难，1人失踪。 ■据新华社

164名滞泰船员及家属启程回国
中方护卫艇和泰方武装快艇护航 泰国外交部称愿与中方密切合作调查

苹果最新款iPhone�4S手机已经送
达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
德国和日本的零售店，并在当地时间14
日上午8时正式销售。10月底前将销往
其他22个国家和地区。

和以往苹果产品正式发售时的情形
一样， 众多急于第一个买到iPhone�4S

的消费者已经早早地在苹果零售店门
前排成长队，一些人还带着被子和板凳，
甚至有人装扮成乔布斯，彻夜守候。部分
消费者表示，iPhone�4S有其特殊性，这
是乔布斯引领苹果向市场推出的最后
一部手机。

■据新华社、新闻晚报

iPhone�4S开卖，“果粉”带被子扮乔布斯抢购

在近日美国披露伊朗与暗杀沙特阿
拉伯驻美大使阴谋有关后，美国总统奥巴
马13日表示， 他将对伊朗采取最严厉制
裁， 并动员国际社会进一步孤立伊朗，以
让它为其行为付出代价。

奥巴马当天在同来访的韩国总统李
明博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有

充分证据证明阴谋和伊朗有关联，而这一
关联表明伊朗长期游离于国际准则之外。
他警告伊朗必须停止其危险的行为，它的
所作所为将产生后果。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司令侯赛因·萨
拉米13日说，美国指控伊朗参与暗杀沙特驻
美大使是“毫无根据的闹剧”。 ■据新华社

奥巴马：“最严厉制裁”伊朗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14
日下调西班牙长期主权信用评级， 由AA
降至AA-；前景展望为“负面”。

标普在一份声明中说，西班牙经济尽管
2011年显现“韧性”，增长前景所面临的风险

却在增加，原因是“失业率居高，财政状况吃
紧，私营部门债务水平还处于高位以及西班
牙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增速可能放缓”。

主权信用评级遭降，将增加西班牙政
府借贷成本。 ■据新华社

标普下调西班牙信用评级

法国巴黎检察机关13日终止调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前总裁多米尼
克·斯特劳斯-卡恩涉嫌性侵犯法国女作
家案件，理由是鉴于事件发生于2003年，超
过性侵案件3年的诉讼时效而终止调查。

巴农指控斯特劳斯-卡恩在2003年接

受采访时企图强奸自己。检察部门在声明
中说，性侵所需证据俱备，但强奸未遂证
据不足。按照法国法律，性侵比强奸未遂
程度轻，因此性侵诉讼时效较短。声明发
布后， 律师称斯特劳斯-卡恩已“完全撇
清”嫌疑。 ■据新华社

法国终止调查卡恩性侵案

10月14日，在日本东京，一名男子头戴乔布斯面具排队等待购买iPhone�4S。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