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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种纯植物成分的
外用男性产品“联邦三度”在
我市持续热销， 让人奇怪的
是购买者中女性竟占了 4
成。 一种男性产品缘何如此
受女性青睐？ 已经是第二次
购买的李女士说：“老公今年
还不到 40 岁，那方面就不行
了，总觉得力不从心，不仅时
间越来越短， 好像还变小了
许多，也吃过一些壮阳药，不

是头疼就是事后好几天缓不过来， 就再也不敢让他用
了，没想到用了联邦三度，就像变了一个人，事前喷两
下，立马就能来精神，而且每次都能超过半个小时，用他
自己的话说不论从感官上、 时间上都好像回到了 30 岁
一样，我也重尝了久违的快乐。

据负责联邦三度中国区销售的李总介绍，联邦三度，
顾名思义它的主要效果是改善男性 3 方面的不足，一、提
高充血度，助勃。 二、提高持久度，延时。 二、提高尺度，增
大，是艾生国际从世界三大壮阳植物“玛卡”“黄秋葵”“东
哥阿里”中萃取的特殊男性精华液，能够显著改善海绵体
细胞活性，提高充血度，增强茎背神经耐受力，采用先进
的小分子透皮给药，药效利用率高，效果又快又安全。

在欧美国家， 很多医院都向患有性功能障碍的男士
推荐联邦三度，对阳痿、早泄、短小等具有惊人的治疗效
果，喷上 3-5 分钟就能促勃延时，已经成为了无数夫妻的
床头必备品，无论是疲软、无力、冷淡、控制力差只需喷一

喷马上就见效。很多用过的人说，虽然联邦三度提高的是
生理功能，但他们最享受的却是心理上的满足，看着爱人
惊讶的表情，又找到了二三十岁的感觉。 还有的说，以前
真的错怪老婆了， 原来那种紧致的感觉完全取决于自己
是否足够的强壮。很多人还说以前看到老婆就自卑，现在
老婆看到就紧张。 虽然联邦三度促勃、延时的效果奇佳，
但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还是促进器官的二次发育， 真真正
正变成猛男。 调查显示， 只要连续使用联邦三度 1-2 个
月， 海绵体细胞的数量大大提高， 长度和围度至少增加
30%。 对于联邦三度的使用，专家建议一旦各方面都达到
满意效果要减少或停止使用，以免造成对伴侣的伤害。

用过的人说起联邦三度的好滔滔不绝， 但还有一部
分人却心存疑虑： 真的安全吗？ 不可能 3-5 分钟就起效
吧？ 效果会不会反弹啊？

一、首先，外用不需口服，不会对血管、肝肾有任何伤
害三高人群也能使用， 其次纯植物提取没有任何化学添
加，100%安全。

二、之所以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起效，则完全因为
采用的小分子工艺， 有效成分能够透过皮肤直接作用到
海绵体，不需经过缓慢的吸收、循环，药效能 100%的被利
用。

三、联邦三度的效果已经被全球亿万男性朋友验证，
在你身边可能就有联邦三度的受益者， 这是一种全新的
体验，无数人已因联邦三度过上了美好的夫妻生活。

另外， 艾生国际推出的无忧体验联邦三度的活动仍
在进行中， 只要感觉不满意即可退款退货， 可拨打电话
0731-85339727��85126199��参加。

喉毒，咽炎反复发作的罪魁祸首

季节更替，天气变化无常，很多咽炎患者会觉得咽部不适，咳
之不出，咽之不下、嗓子发干发痒，引发刺激性咳嗽、并伴有灼热
感、烟熏感、异物感等，严重的时候说一句完整的话都困难。 专家指
出，这是因为咽喉部受到温差、用嗓量过大等刺激，产生了病变的
“病菌脓性分泌物”俗称“喉毒”。 普通药物难以治本，导致反复发作
损伤了咽喉，形成了咽炎。

来自大草原的秘密

千百年来，大草原上牧民们虽大口呛烟，大口喝酒，但是嗓音
依旧嘹亮，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这都源自一个在草原上流传了
近千年的治咽炎的方子，简单有效。 它是以元代蒙医沙土穆苏著名
的《瑞竹堂经验方》为基础，采用丁香、石膏、甘草、玉簪花、广木香
和诃子六味大漠草药精确配比而成，因其成药独特的散剂形态，被
命名为“玉冰清严六味散”。 其独含的“离子清喉素”和“生津胶原
酶”可以直接作用于“喉毒”，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首先，“离子清

喉素”会像磁铁吸附铁屑一样，吸住并包裹喉毒，且迅速将其排出
体外，而“生津胶原酶”可以重新全面修复因喉毒而受损的粘黏膜
和神经元组织，由标到本还咽喉部一个健康！

含服方便，立马见效；15天，根治老咽炎

相比传统的中西药治疗，蒙药“玉冰清严六味散”采取口含的
形式，快速作用于咽喉的不适部位，见效更加迅速，效果更加明显。
初入口时，便有一股冰凉劲直冲嗓子眼，使得咽喉部的刺痛、咳嗽、
灼热感等不适症状立马得到缓解；服用 5 天，异物感，干咳，多痰，
嘶哑等症状完全消失；15 天后，喉毒彻底拔除，咽喉部彻底修复，声
音洪亮如初。 还您工作生活一个最佳状态！

现在， 为了让广大的湖南患者优惠的体验到“玉冰清严六味
散”带来的神奇功效，经中蒙制药董事会商议后决定，在全国市场
开展“买 5 送 2，买 3 送 1”活动，让您花最少的钱，一次性彻底解决
老咽炎！ 赶快拨打 0731-84117557 订购吧！ 同时，厂家承诺，使用
当天无效，余货全退！

蒙古新药，拔喉毒 天根治老咽炎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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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个细胞可以克隆一
只羊，用一根月季花的枝条可
以插活一棵月季，这说明一个
局部器官可以包藏一个整体
的信息。 日前，日本全息反射
疗法株式会社受此启发，研制
成功了一双多功能的电袜子，
痛风、高血压、糖尿病人一穿
就好。 该袜子一举申请了 83
个国家的专利，并在广州第一
军医大学南方医院和中山医
科大学附属三院通过了临床
验证。 作为我国终生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的陈达炜教授，参
与检验并证实了这一科研成
果。

陈达炜教授说，对这款多
功能专利袜的检验，分为理论
与临床实践两个部分：

从理论上说，人的脚上有
102 个反应点， 分别反射出人
体全身器官的情况（详解见示
意图）。 这款多功能专利袜包
裹住了脚，就好比包裹住了整
个身体的信息。 在这款专利袜
里， 放置一个微电脑芯片，就
能分析大量的人体信息，再根
据不同的情况，释放出不同的
脉冲波、红外热辐射和高频电
磁波，来治疗不同的疾病。

举个例子，初中化学课上
有一个实验：如果一杯盐水已
经饱和了，再加盐进去就不能
溶解，会沉淀。 但是我们把杯
子加热，你会发现沉淀的盐又
可以快速融化了。 新发明的专
利袜，就是利用这种“微波炉
效应”， 对痛风患者释放特殊
的高频电磁波，使形成痛风石
的尿酸分子溶解，并随血液回
到肾脏，排出体外，消除痛风。

同样，当袜子释放出脉冲
波的时候，该波形会引起血液
里的分子强烈震荡，血管里淤
积的血脂、脂质斑块会在震荡
中粉碎、分解、融化，这样血管
就会畅通，血压平稳下降。

尤其是糖尿病人穿这款
专利袜更好，因为血糖本身具
有沉淀性，当血糖高于正常值
时，就会沉积在血液循环的最
末端 -- 双足。 专利袜释放的

“红外热辐射”震荡波，能穿透
脚皮 15 厘米，使血糖变软、融
化。 同时这种辐射波能像电话
铃一样直达并吵醒胰腺这个

“降糖总司令”，胰腺一旦恢复
对血糖的感知功能，就能正常
分泌胰岛素，有了足够的胰岛
素，糖尿病人还怕什么呢？

据悉，首批多功能专利袜
全球限量订购，中国大陆仅广
州、北京、长沙 3 个城市申请
到上市配额，我市免费订购热
线 0731-82220785�� 85597523
已开通， 每人限量订购两双，
每天限量订购 100 双，订完即
止。 我市重病患者及常年医治
无效的患者优先（请认准中国
专利：ZL201030246649.4 足三
灸全息反射功能袜）。

结石通茶、玉冰清严六味散、联邦
三度全省经销地址：
长沙：平和堂负一楼药品柜、东塘星城大
药房、东塘楚仁堂大药房、红星步步高药
品柜、侯家塘新一佳药柜、火车站阿波罗
药品柜、东塘平和堂药品柜、河西通程新
一佳药品柜、火车站楚明堂大药房、火车
站仁寿堂药号、南门口好又多药柜、新开
铺新一佳康寿大药房、黄金海岸楚明堂大
药房、汽车西站康寿大药房、井湾子新一

佳崇源堂大药房、 观沙岭新一佳楚明堂、
火星镇楚济堂大药房、湘春路楚济堂大药
房、东风路楚仁堂汽车城店、汽车南站楚
济堂大药房、 河西枫林路楚济堂大药房、
马王堆誉湘大药房、 马王堆一品大药房、
庆元堂大药房：（华夏新一佳店/晚报大道
今朝店/林科大橙子街店/新星小区店/新
建西路店/德雅路店/人民东路星城世家
店）、楚济堂金星店(河西步步高广场负一
楼）、楚济堂洪山路店
长沙县：榔犁九芝堂大药房 星沙：旺鑫大

药房 望城：九芝堂康民大药房 宁乡：神
洲大药房 浏阳：钰华堂大药房
株洲：贺家土健康堂大药房、河西炎帝广
场人民药店、株洲平和堂药号
湘潭：福顺昌基建营店（基建营步步高斜
对面）、长青药号西站店、长青药号宝塔路
店、泽仁堂（潇湘宾馆对面）
岳阳：为民大药房、你好大药房、土桥友谊
医药商场 湘阴：江东大药房 汨罗：济仁
堂大药房 华容：益康大药房
衡阳： 民生堂中心店（解放路附二医院

旁）、江东国泰药房（广东路口）
常德：武陵阁大药房（步行街西侧） 、战备
桥大药房（战备桥红绿灯路口） 临澧：安
济堂（朝阳市场店）、石门：步行街大药房
澧县：好心人大药房（步步高二楼） 津市：
春天大药房 安乡：麒麟堂药店 汉寿：福
春堂大药房 桃源：正康大药房
益阳：平和堂大药房（市水利局斜对面）桃
江：康泰大药房 安化：益民大药房各大连
锁 南县：老药工大药房
郴州：同仁药店（西街水巷 69 号第一人民

医院前 50 米） 资兴： 步行街大药房、永
兴：仁济药房(南大乔兴)
娄底：天天好大药房（步步高斜对面）、新
一佳超市康熊药店 橡果国际专卖店 涟
源:市政府对面心健药房
怀化：东方大药房
邵阳：时珍大药店（宝庆中路中心医院斜
对面）
永州：冷水滩康源大药房（市委正对面）
吉首；博爱大药房
张家界：御芝堂大药房

得了结石，很多人不得不接受体外碎石和取石手术，但临床显
示激光碎石后，结石基本都会再发。 特别是患肾结石、输尿管结石、
膀胱结石的人，许多都会出现泌尿系统疾病，最让患者无法接受的
是有些手术不但痛苦，而且术后会造成系列的后遗症。 最近医学权
威杂志《柳叶刀》的一则报道，让无数结石患者看到了药物化石、无
痛苦防治结石的希望。

在我国的广西，是世界公认的一个结石高发地区，但是广西壮
族人却很少去医院接受碎石手术治疗。其原因是什么呢？地处中国
西南的广西，阳光和降水异常充沛，许多药材就生长在石头缝里，甚
至直接能生长在石头上面。 千百年来，壮医利用 " 广金钱草 " 再配
以玉米须（利尿，平肝，利胆）和金沙藤（治湿热肿满），就可以快速作
用于体内各种结石，使之碎裂瓦解，使之随大便和尿液排出体外；后
来在此基础上加上鸡骨草（解毒，疏肝，利胆）、茯苓（利尿，消肿）、石
韦（通淋止血）、白茅根（清热消肿）、车前草（治血尿，补五脏）五位药
材，又可以迅速缓解结石绞痛，血尿，水肿等一系列并发症。最近，该
方经著名的上市老企 -- 广西梧州制药研制成药， 命名为玉石茶，
其疗效独特，被国务院授予中华老字号经典国药。

现在在广西梧州一说起玉石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壮医生们
普遍都是就是利用玉石茶来专攻各种结石。 对于多年的结石，和特
殊卡位置的结石，甚至是较大的结石，通过喝玉石茶也能不手术，不
碎石，很快的溶解和排出石头。这对于必须手术取石的患者，只需每
天简单的喝杯茶就能轻松化解结石来说，简直是莫大的福音。 不仅
如此，临床跟踪显示，喝玉石茶止血化石的患者，罕有复发。

对此，广西梧州制药的技术总监解释道：无论是何种结石，其成
分基本相同，多为草酸钙，这种成分本身并不难被溶解，主要是因为
在结石的表层包裹着一层高密度的矿物质， 所以普通药物极难溶
解。 因此要想化掉结石必须先化掉结石的 " 壳 "。

神奇壮药，溶 "壳 "化石
疏尿路，强肾功，防复发！

总监介绍在广金钱草是广西文山一带极其独特的一种药植物，
所生之处 10 米以内化石成沙，将其浸泡熬制，对包裹在结石外的矿
物质 " 硬壳 " 有极强的溶解作用。 玉石茶就是利用它，达到溶石化

石，疏肝利胆，通淋强肾的独特
效果。

总监进一步解释说， 经现
代科技研究分析， 广金钱草中
含有一种特殊的成分 " 多酚生
物碱 "， 它就像是治疗结石的
排头兵， 先将结石外的硬壳打
破， 再将坚硬的结石逐渐溶解
成泥，同时促进肾脏功能，舒张
输尿管， 使膀胱和输尿管定向
蠕动， 这样被溶解成泥状的结
石就会顺利随尿液排出体外。结石没有了，整个肾脏、尿路系统的代
谢能力提高了，结石就不易形成复发了。

专攻结石，攻无不克
玉石茶一经上市，便深受医生和患者的青睐，市场供不应求，国

家特批国药准字 Z45020818 号，成为了专攻结石的中成药，其配方
受到高度的保护。国内各大医院验证：服用玉石茶，即刻便能缓解腰
部绞痛、隐痛、尿痛、恶心、呕吐。 按照疗程服用，许多人自己可见尿
液中有泥沙状物质排出。 坚持服用几个疗程，体内各种结石都能排
空，肾脏的生理功能会大大增强，患者可以通过 B 超检测来对比验
证疗效。

相关链接：国家已经授予玉石茶使用 "R" 中华牌商标，患者可
拨打电话 0731-85596103 了解详情。

温馨提示，玉石茶专攻：肾结石、膀胱结石等各类尿路结石、血
尿、尿管灼痛、肾炎水肿、膀胱炎、泌尿系统感染。 其功能主治为：利
尿消炎、通淋镇痛、止血化石（药监局严格审批内容）。广大患者朋友
们，也许你会认为，这又是老一套的骗人伎俩。 但是，不论你是否相
信，就在长沙这座最具有文化历史的城市中，虽然有 15 万人正在备
受结石的折磨， 却仍然已经有 12724 人通过玉石茶摆脱了结石，轻
松的恢复了健康。为了尽快向全社会普及玉石茶，即日起，我省在指
定药店特 推出 买 8 送 2 的优 惠活 动 。 患 者可 拨打 电话
0731-85596103 详细咨询。

中华老企爆冷 -治结石，不手术，不碎石
壮族奇方，用一杯茶化掉体内结石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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