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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实践表明，无论是老年性、神经性、
药物性还是中耳炎引起的耳鸣耳聋，归根结
底都是由于耳毒积淤、耳窍堵塞、耳神经受
损造成的。所以通过【澳普医生】清毒、通窍、
修复耳神经 3 步治疗，即使患病多年的顽固
性耳鸣耳聋患者， 只要还能听到一丝声音，
都能实现完全康复！

1-7 天排毒阶段：就可以明显感觉到排
便顺畅、体内淤毒肝火被彻底排出，眩晕嗜
睡感减轻，耳窝干爽通畅，或耳闷耳沉等症
状消失；

7-15 天打通耳窍： 打通耳窍的这个阶

段尤为重要，在【澳普医生】耳聋通窍丸和滴
耳液的双重作用下，一般可在 15 天内完成，
耳窍疏通后患者会自觉耳鸣消失、 耳聋减
轻，听觉明显提升，即使不用助听器，不需大
声叫喊也能与人顺利交谈；

28 天修复受损耳神经：【澳普医生】独
含的“听觉神经促生因子”直达病灶，28天内
可完全修复受损神经， 耳部的各种不适消
除，耳鸣完全消失，任何耳病患者只要当时
还能听到一丝声音都会恢复听力！

最多 3-5个疗程：再顽固的耳鸣耳聋都
能实现完全康复、确保不再复发！

“不管耳病多顽固，
只要还有一丝声音都能治好！ ”

老年性、神经性、突发性、药物
性、混合性、病毒性、各种炎症引起
的耳鸣耳聋、耳内流脓感染、眩晕、
嗜睡、脾气偏执焦躁等症。

★【澳普医生】重点推荐人群★

多数耳鸣耳聋患者， 通常还伴有眩晕、
嗜睡、脾气偏执等症状。 所以在治疗中泻火
清毒的过程必不可少。【澳普医生】 选用龙
胆、黄柏、石菖蒲等 12 味名贵中药组方，泻
肝火、调脏腑，结合外用滴耳液使清耳毒过
程事半功倍。 耳毒清除的同时耳窍自然打
通，从而迅速消除耳鸣提升听力。

【澳普医生】之所以能够传承 600 年之
久，且无论宫廷帝王、还是当代百姓无不将
之视为治疗耳聋耳鸣的首选奇方， 更重要
的是因为它具有迅速修复受损的耳神经的
神奇功效。 当代医学将其功效成分命名为：

“听觉神经促生因子”。
大量史料及当代医学试验表明，【澳普

医生】修复受损听觉神经、恢复听力通常仅
仅需要 28 天！

600年耳病奇方———【澳普医生】即日起在我省开展为期 3天的免费赠药活动

耳鸣耳聋只要用对药，
是完全能治好的！

很多患者的耳鸣耳聋患
病多年，也用过很多药，但很难
治愈。 尤其是神经性耳鸣耳聋
和老年性耳聋， 一般都会认为
是无药可救的。 但是在 600多
年以前的明代神医澳普医生，
就已经用事实告诉人们， 只要
找对方法， 快速治愈耳鸣耳聋
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现代科研人员通过对【澳
普医生】 古方治疗方法的分析
得出结论，治疗耳鸣耳聋，只要
做好三个步骤就能药到病除：
一、清耳毒；二、通耳窍；三、修
复耳神经。

耳聋耳鸣：免费赠药 天3

老伴今年还不到 60
岁，就患上了老年性耳聋，
几年了，跑遍了各大医院，
各种方法都试过了， 钱花
了不少可就是没有任何效
果，才 50 岁的他这两年来
苍老了很多， 每次与人交
谈，总是侧着头，努力的把
一只耳朵凑过去听， 嘴里
还“啊？啊？”的要求别人大声的重复，真是让人
揪心啊！医生说像他这样的情况如果不能尽快
治愈，很可能会因为逐渐缺少与人沟通导致老
年痴呆！

不久前，在外地工作的女儿给老爸带来了
几盒【澳普医生】，说好多人用过都特别有效。
没想到，不到一月时间，老头子欣喜的告诉我
们，耳朵不那么响了，能听到一点声音了，一直
坚持用了 3个疗程，完全能听的清了！ 现在啊，
我们老两口每天能一起说说话儿就是最大的
幸福啊！

家住长沙 3 万英尺
的王先生被神经性耳鸣
折磨了整整 3 年了，每天
耳朵里像是有一只蝈蝈
在不停的叫，有时更像是
刮大风或跑火车，这样不
分昼夜的吵，用了好多药
都没效果，精神都要崩溃
了，再这样下去就要疯掉了！

直到上个月在一位老中医的推荐下服用
【澳普医生】，几天后，嗡嗡作响的声音就减轻
了，也不头昏了，不到一个月耳鸣就再也没有
了。 现在整个人都觉得特别有精神！

李老师是某高校的高级教师， 自从 2006
年患上神经性耳聋后， 就无法正常休息和执
教，去过多家医院，高压氧、抗生素、中成药用
过不少，工资全花在买药上了，可在一年无效
治疗后，两耳还是失聪只好办理了病退。 自从
多家医院都给下了“耳朵再也听不见了”的诊
断书后，不得已戴上助听器，可是几年过去了，
声音是越来越小，越听越费力。

一次和老同学闲聊中，得知老友多年的耳
聋通过服用【澳普医生】治愈了。 李老师也立马
买了 3 疗程的药，真是神了，才半月，就感觉听
声音清楚一些了，他欣喜若狂，连续服用 3 疗
程后， 现在摘了助听器也能听的一清二楚了，
他高兴说：“听到声音的感觉真好，以后再也用
不着助听器了，【澳普医生】这个药真是绝了！ ”

老年性耳聋，
再治不好可能就痴呆了！

3年耳鸣，几乎崩溃，
澳普医生一个月创奇迹

神经性耳聋治好了，
欢天喜地扔掉助听器！

只要还能听到一丝声音，就可能治好！

澳普医生耳病奇方载入《永乐大典》

【澳普医生】是经国家批准 OTC 类治疗
耳病专用药（国药准字 Z20063235），通过多
家医院临床验证：剂型独特，服用量少，药物
活性强，足量吸收，既适应于幼儿服用，又适
应于老年人服用。 是中国中医研究院数十名
耳病专家最新医学成果，清耳毒开耳窍、全面
激活耳神经，【澳普医生】 独特的纳米活性成
分聪耳通窍因子，沿着经络通道直达耳蜗：

第一步 清耳毒 扩张血管 溶解并排出
耳脉内沉积的毒素，耳脉被疏通，耳部血液
循环改善，血流加速，血液携氧量增加，加快

耳神经的新陈代谢，全面改善听神经损伤的
的病态环境。

第二步 开耳窍 打通耳部经络 使耳窍
经脉贯通，经气通顺，阴阳气血流畅，清阳之
气得以上通，外气得以入内，营养耳神经，提
高免疫力，促使耳神经的生长壮大，将大量
耳神经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第三步 修复耳神经 特异性激活听毛
细胞线粒体酶，释放足够的能量，促使听毛
细胞兴奋，将声音转化为生物电能，修复耳
神经恢复听力功能，完全走出无声世界。

清耳毒、开耳窍、28 天修复耳神经！

●
热
点
跟
踪

耳病使多少人承受了难以言语的病痛折
磨，很多耳鸣耳聋患者因治疗不及时，和滥用药
物延误病情甚至更加重病情。 耳鸣耳聋 700年
传世奇方“澳普医生”的问世，经国家批准为耳
病专用药，使耳病患者少花冤枉钱，正确、科学
的用药，从此远离耳病的困扰，享受健康幸福的
生活！

大量的事实已经表明：

据《明史考证》、《太宗本纪》等史籍载，永
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因连年征战，在晚年患上
耳疾反复难愈，听声音模糊不清、持续耳鸣致
使成祖烦躁异常，动辄发怒，虽经反复医治均
无任何改善。

为治疗永乐皇帝的耳聋耳鸣， 朝廷悬赏
千金，寻求神医良方，虽数年无果。 直到有一
位当朝名医，名为澳普医生。澳普医生祖上世
代行医，深谐中医中药精髓，在为永乐帝探病
后，开具一方，分别煎水内服并滴液入耳，仅
过月余永乐皇帝的耳疾便已痊愈， 并且直到
驾崩始终耳聪目明，从未再有耳聋耳鸣困扰。

澳普医生医好永乐皇帝的耳病后谢绝了
朝廷封赏，只身翩然离去，而他所开具的奇方
被郑重载入《永乐大典》，以流传百世，惠及后
人。但在当时此方却作为宫廷御方，只供皇室
独享。 自此明清两朝从未再有哪位年老帝王
君主患过耳聋耳鸣之症， 皆因当时宫廷有此
澳普医生奇方。

随着当代科技进步及医学水平的不断提
高，中国中医药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在明代神
医澳普医生的耳病奇方基础上， 结合现代最
高科技医学理论和制药工艺， 使此方更趋完
美，不仅极大的缩短了治疗周期，而且无论多
严重的耳病患者，只要还能听到一丝声音，就
有希望完全康复。

为纪念那位神奇的明代御医， 此药被国
家以【澳普医生】耳聋通窍丸正式命名，并获
批国药准字耳鸣耳聋专用国药， 载入中华药
典。

为帮助更多耳鸣耳聋患者摆脱疾病困
扰， 湖南省内特开通耳病援助热线：0731-
84699877，本报读者可进行免费咨询。悬赏千金，求得海外神医耳病奇方

年宫廷奇方，巧治耳鸣耳聋600

长沙：东塘楚仁堂药房
东塘星城养天和药房、
五一广场平和堂药号、
火车站阿广北门药号、
红星步步高药品柜、
河西通程新一佳药品柜
东塘步步高双鹤大药房
东塘平和堂负一楼药柜
侯家塘新一佳药品柜、
西站康寿大药房、
火车站楚明堂药店、

南门口大药房（原好又多药号）、
芙蓉广场家乐福双鹤大药房、
东风路楚仁堂汽车城店
雨花亭沃尔玛双鹤药房、
井湾子新一佳二楼崇源堂
井湾子大润发双鹤药房、
开福区新一佳药品柜、
伍家岭岁宝百货双鹤药房
六谷大药房（省人民医院对面）、
烈士公园东门步步高双鹤药房、
马王堆誉湘大药房（马王堆派出

所对面）、
新开铺康寿大药房（新一佳一楼）、
车站南路新一佳楚明堂、
火星镇楚济堂（凌霄路 63号）、
星沙：易初莲花福海堂药房、旺鑫大药房、
浏阳：钰华堂药房（北正中路 23号）
宁乡：神洲大药房、开发药号、大润发内福
海堂大药房、
望城：工农大药房；
株洲：新华书店一楼人民药店、贺家土健
康堂大药房、平和堂大药房、

醴陵： 心连心大药房（步步高超市斜对
面）、茶陵：阳光大药房车站店、
炎陵：益康大药房、攸县：和协大药房；
湘潭：河西：贵福康药号、泽仁堂药店
（湘潭宾馆对面）、河东：福顺昌医药堂
霞光店、福寿昌医药堂（华宇大酒店南
侧）、易俗河：仁康大药房、
湘乡： 龙城药店；
益阳：家家康大药房桥南店(市公路局对
面）、南县：赤沙大药房、
安化：安化县人民大药房、

岳阳：步行街你好大药房、土桥友
谊医药商场、泰和医药商场、
岳化：香云堂药店、汩罗：心正大
药房、平江：华生药房（犁头嘴）、
华容：益康大药房；
衡阳： 古汉大药房（附二医院对
面）、兴富康大药房、江东：古汉大
药房、耒阳：济生大药房、
衡山：正一堂药铺、西渡：人民大
药房、祁东：洪城大药房；
常德：民康药号(北站店、桥南华联

店、东门店、德山万象店)、
桃源：民康药号、澧县：好心人大药
房、汉寿：春天大药房、津市：恒源
堂大药房、石门：广兴大药房、
安乡：新麒麟堂药店；
郴州：同德堂大药房（燕泉商业广
场）、同德堂大药房（燕泉路兴之
惠超市大门口）、
资兴：步行街药房、永兴：百草堂；
邵阳：时珍大药房（市中心医院斜
对面）、大德生药号三店、

邵东：中西药店、隆回：人民大药
房、
洞口：新宝芝林大药房、武岗：南门
口中心大药房、邵阳县：宝佳大药
房（妇幼保健院对面）、新宁：泰寿
堂大药房、、绥宁：长安大药房、
新邵：康之缘大药房；
吉首：博爱大药房、凤凰县：春意
大药房、 保靖县： 医药零售总店、
龙山县：久知堂药房；
怀化：市内： 东方大药房（中心市

场天桥下）、新晃 ：宏明大药房、
溆浦：朝阳桥大药房、
靖州：梅林路国药店、
沅陵：物茂大药房、
永州：冷水滩：五州药店（老火车
站对面）、零陵：福寿堂药店
娄底：天天好大药房、涟源：康而
安大药房、新化：上梅大药房、
冷水江：新天地大药房、
双峰：九点堂大药房；
免费订购电话：0731-84699877

耳病奇方【澳普医生】免费领药方式
600 年耳鸣耳聋传世奇方【澳普医生】，特定于本月 13 日至 16 日，在湖南全省范围内开展大型免费送药活动，届时省内耳

鸣耳聋患者，只需一次性购买【澳普医生】5 盒即可免费领取 2 盒，再送价值 99 元【澳普医生】滴耳液 2 盒；一次性购买 10 盒，更
可免费领取 8盒及滴耳液 5盒。【澳普医生】将帮助广大患者早日摆脱耳鸣耳聋的困扰！

紧急
通知

买 送 再送5 2 2
买 送 再送10 8 5

免费报名热线 0731- 全省免费送货，免费邮购！

84699877、85792877
赠送每天仅限 300 名，电话预定优先！

常戴耳机导致耳鸣；
2 疗程康复听力

小丽是长沙大学的学生， 从中学开始，就
喜欢长时间戴着耳机听音乐，听英语，父母说
过很多次总是不以为然，几年下来，耳朵由于
长期过量的刺激，引起听力减退，出现莫名的
烦躁不安、头晕、失眠、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
集中、思维反应迟钝等情况，这下她慌了，耳朵
老是嗡嗡作响， 就象长期身处嘈杂的环境中，
怎么也静不下心学习，学习成绩急剧下降。

父母急了， 孩子这么小长期耳鸣会导致
耳聋的， 去过多家医院看过没有任何效果，后
来在一位老中医的推荐下服用【澳普医生】，几
天后，小丽高兴的说，嗡嗡作响的声音减轻了，
也不头昏了，持续 2 个疗程后再也没出现耳鸣
现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