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11月13日 星期日 07广告

免费热线：12580呼三湘都市报 新闻热线：0731-84326110�����发行热线、投诉：0731-84316668、84315678、84329777���广告热线：0731-84329988�����本报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40号 邮编：410005

3 秒钟：瞬间透过眼皮，从承泣、健明、
球后、攒竹等 13 个穴位进入到眼睛里，
开始酶解变性的眼蛋白，3 秒钟眼干、
眼胀、眼痛、眼痒立即减轻；
10 分钟： 眼内分泌物增多或眼泪哗哗
直流（变形蛋白崩解后开始排出），眼眶
松软、眼球清凉、眼前雾感减退，视力显
著明亮。
10-30天： 眼球如同洗澡后一样清亮，
飞蚊减少，视力大步提高。
60 天左右：雾视、飞蚊、重影、黑影、视
物变形消失，黄斑变性康复；白内障云
翳体积缩小 1/3 以上，青光眼、晶状体、
玻璃体浑浊消失不复发。
90 天左右：糖尿病眼病康复、萎缩的视
神经恢复活性；白内障如同手术后一般完
全康复。

目力键效果对照自查表：

冰贴赛过手术刀
白内障 5天看得清

才 60 多岁的人， 眼睛就快
“瞎”了，女儿带着到医院一检查，
说是白内障， 要做手术才能再看
清东西。女儿赚的也是辛苦钱，不

想拖累她！ 而且手术有风险，管不
到一年又要复发。 前栋楼的老张
就是这样，花了钱又受了罪，还是
看不清东西，白挨了一刀。 哎，算
了，瞎就瞎，眼不见心不烦！ 但女
儿心疼我， 又是买药， 又是做雾
化，花了好些钱，看东西眼睛还是
一片模糊，像隔了个帐纱！

前不久，女儿又花了三百块钱
给我买了 3 盒目力键， 说是美国
高科技， 可以把眼睛里的雾蒙蒙
的东西全吸出来， 还能跟眼睛补

充营养。 一用，还真的蛮舒服，冰
冰凉凉的， 接着眼睛一酸眼泪掉
下来， 用纸一擦， 还真有黄色的
毒，就跟早晨起来洗了眼睛一样，
特别舒服。

连着用了 5 天，还真是有效！
眼睛面前的东西能看到个大概的
影子了，再接着用，眼睛越来越轻
松，看东西越来越清楚，还是女儿
孝顺我，这下不会瞎了！ 这个美国
高科技好，得了白内障的老人，都
可以试一下这个美国的目力键。

★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加州药业技术支持；
★全国中老年眼病研究防治中心 最新推荐产品

美国【目力键】4 大保证 根除眼病 无效退货

保证 1��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只需一贴，飞蚊、白
雾明显淡去：用目力键眼贴 1-10 分钟，眼前白
雾黑点、飞蚊像从眼睛统统清出去一样，眼睛从
"毛玻璃 "变成了 " 超高清玻璃 "，看东西亮堂！
保证 2��青光眼、沙眼，只需 4 盒，干痛胀痒彻底
消失：只需用 4 盒，眼睛难受、疼痛、干涩的感觉
再也没有感受过，青光眼、沙眼真的全好了！

保证 3��老花眼、视神经萎缩:3疗程，能清楚看报
纸：用目力键眼贴，再也不怕见光了，原来黏糊
的眼睛变得清爽水润，不带老花镜也能看报。
保证 4��迎风流泪，近视，只需 10 天再也不怕见
风了：目力键对迎风流泪效果特别好，才 10 天，
再也不怕见风了，出门也不用备着手绢了！康复后 康复后

治疗前治疗前

��������三年前，我感觉眼眶胀痛还头疼，
眼睛也看不到，看东西像隔了层帘子，
一检查，我得了青光眼。医生用激光在
我眼睛上打了几个洞， 不到 5个月又
成了老样子，一个医生朋友告诉我，眼
睛上打洞就是起个排毒作用。 用美国
【目力键】 后效果比激光打洞好得多，
还不受罪。我贴了三盒贴后，眼睛里流
出好多像眼屎一样的东西， 眼睛象洗
澡了一样舒服， 用了 3盒以后眼压就
正常了，6盒没贴完，竟然完全好了！我
现在能下下棋，还能在网上炒炒股，日
子很舒服。

青光眼贴上就灵
眼睛不胀不痛，眼压也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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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剂冰贴敷眼，轻松吸出晶体上的变性蛋白，比手术简单，比吃药方便，白内障一吸就好。
源于美国的高科技，荣获美国科技十大创新发明奖，眼病患者洗眼一次 30年不复发，

给五万多名眼病患者带来一片光明！
美国新技术 新发明

于 2005年， 美国生物学家沃克博士
的左眼患上白内障，结果他选择的手术失
败，导致一只眼睛失明。 为了挽救另外一
只眼睛，他开始从事非手术治疗眼病的研
究，并最终发现一种特殊的“冰聚眼酶”，
它对眼病的康复起到关键作用。

沃克教授将它涂在另一只眼皮周围，
酶即可迅速钻进眼睛里面 " 吸眼毒 "，眼
睛一阵冰凉，紧接着，大量变性蛋白被吸
出眼外， 肉眼能看到吸出的眼中垃圾，短
短 1个月， 沃克教授的白内障康复了，眼
睛保住了！

据博士介绍，“冰聚眼酶”钻入眼内后
就能瞬间爆发分解，像强功率的吸尘器一
样，“吸” 出包藏在晶体睥变性蛋白质，轻
松实现消除白内障，飞蚊症，青光眼，玻璃
体混浊等眼病。

大量科学证实：美国目力键比手术和
激光更有效，更安全，眼病病患者康复后
一般 30年不复发！

85572163
专家咨询电话：0731-

目力键真神奇
3 盒贴好飞蚊症

人一上了
岁数，眼睛就
不好使，什么
也干不了，电
视遥控器上
的按钮都按
不准，眼前就
好像有小虫子在飞。读大学的女儿说美
国目力键好用，洗眼睛、吸眼毒的，贴上
后眼睛里面的毒就被吸出来了，眼睛就
看得到了。 我就到家对面的药店买了 4
盒，别说，贴上真的冰冰凉，头两天就流
出很多黄色分泌物；到第 10天，就发现
眼前的小黑点越来越少，分泌物也越流
越少， 眼睛就像洗过一样明亮明亮的。
现在才贴了 3盒，连温度计上的刻度都
能看清楚了，心里别提多亮堂了！

退休的
张 老 师 总
觉 得 眼 前
挡 着 一 层
膜，连麻将
上 的 字 都
看不清，上
医 院 检 查
说是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有次下
楼梯，张老师差点摔了跤，眼看着社区
同龄人还能打麻将， 张老师心里很苦
闷。一打听才知道，她们都在用美国目
力键眼贴， 说是可以把眼睛的浑浊物
全吸出来，跟着眼泪流到眼外，马上就
看得清了。张老师说啥也得试，就买了
二个周期的，才贴了 5天，眼前那层膜
淡多了，眼睛不干不涩，眼睛里边也湿
乎乎的特别舒服了，二个周期没贴完，
张老师能和大伙打麻将， 还能读读报
纸。 "

■美国目力键康复明星榜 ■传奇新发现

“10个白内障，9个都不用
动手术，只要在眼周贴上一种
褐色的小眼贴，10 分钟后揭
下来，就能看到眼贴上有分泌
物，眼睛一下子就清晰了。”美
国眼科专家沃克教授解释说，
这种分泌物就是暗藏在晶体
上的变性蛋白，眼贴发挥的作
用就像吸铁石一样，把晶体上
变性蛋白一点点全部吸出来，
让晶体恢复透明和弹性，白内
障很容易就好了。

这种神奇的眼贴是美国
沃克教授的最新发明，专门针
对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
玻璃体混浊、飞蚊症研发而成
的，仅上市一年就给近百万眼
疾朋友带了光明。

“这不是一般的贴剂，这
是一剂抵百剂的浓缩冰酶能
量贴！”沃克教授介绍，它通过
螺旋冷冻高压方式， 将 10万
单位的“冰聚眼酶”压缩到一
张纤薄的生物膜中，由此制成
浓缩冰能量帖，治各类眼病的
效果是一般眼贴的数百倍。

冰贴贴在眼周后，“冰聚

眼酶”释放出一种磁场强大的
无形眼罩， 刺激着眼周 13个
穴位，直达晶体包裹层。 就像
功率大的吸尘器一样，将变性
眼蛋白（云翳和代谢垃圾）全
部吸出眼外； 与此同时，" 冰
聚眼酶 "给晶体输送营养，促
进房水代谢，使晶体由原本乳
白色变得透明， 最终恢复视
力。

沃克教授给冰贴取名叫
目力键，寓意：视力的关键。

有白内障的患者使用后，
双眼顿时冰凉， 眼前一片清
晰，最快 10 分钟，眼泪直流，
用纸一擦有分泌物流出；持续
使用，高起的眼压立刻恢复到

正常值区域。 研究结果表明，
长期让“冰聚眼酶”刺激眼内
组织， 吸出的分泌物越来越
少，晶体逐渐变得透明，模糊
的眼睛清晰了， 小黑影不风
了， 白内障消失得无影无踪，
双眼变得像新生儿眼睛一样
明亮！

目力键经过美国数十家
大型医院临床验证后发现，该
技术对老年白内障、 青光眼、
玻璃体混浊有 93.7%的显效
率，对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
飞蚊症等眼问题有效率也有
90%以上。

由于使用方便， 费用低
廉，防止复发，美国目力键被
世界卫生组织（WHO）评选为
“2011-2012 年全球最值得推
广的十大创新发明”， 荣获知
识产权专利保护 15年， 备受
好评。

读 者 可 拨 打
0731-85572163�� 85572173 咨
询详情， 有在线专家亲自解
答，也可直接到本报下方药店
购买。

1、眼前白雾看不清，恨不得把眼珠拿出来洗洗，
再装回去
2、眼珠硬的象砖头，眼眶胀痛、头也疼
3、眼底干的象沙漠，眼角涩的象木渣，总想点眼药水
4、眼角越揉越痒，越痒越揉，视力渐渐模糊
5、看东西是弯曲变形
6、眼前黑点乱舞象蚊子，严重时黑影重影一片模
糊
7、眼前只剩下手影晃动，面对灯光，却看似微弱
的萤火虫
8、视物颜色暗淡呈黄色情景，怕光，见光刺痛，头
昏
9、视力急剧下降，眼压高青光眼

9 类眼病患者
急需[目力键]

上市推广：

原价：
19.8 元

元

美国【目力键】

全额退款
三
天
无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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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荣获“人类光明科技突破者金奖”
★2010药监局审定专业治疗各类眼病准字号医疗器械

神奇冰贴
吸出白内障

玻璃体力混浊
把张老师害惨了

冰贴必将替代手术刀

楚济堂金星店（步步高金星店负一楼）
楚济堂洪山路店
八一路永康堂大药房
赤岗冲康寿大药房
东风路华银旺和心康大药房
河西华银旺和四怡堂大药房
左家堂通程万惠云康大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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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书店人民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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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陵：心连心大药房

茶陵：阳光大药房（中天大酒店旁）
湘潭：福顺昌基建营店（基建营步步高斜对面）

福顺昌板塘铺店（板堂铺名扬大厦一楼）
常青药号西站店
常青药号宝塔路店
泽仁堂（潇湘宾馆对面）

岳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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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东国泰药房（广东路口湘江宾馆旁）
西渡人民大药房（县人民医院旁）
南岳：庆一堂药店（独秀西路 192号）
祁东：洪诚大药房（横马路车站街 9号建设银行旁）
耒阳：广济堂大药房(千惠超市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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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电局对面）

益阳：平和堂大药房（市水利局斜对面）
桃江：康泰大药房
安化：益汉大药房各大连锁

邵阳：时珍大药店（宝庆中路中心医院斜对面）
邵东：中西药店（解放路 20号）
隆回：敬和药店（大桥路48号汽车南站出口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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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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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水江：新天地大药房
新化：大桥药店

永州：冷水滩康源大药房（市委正对面）
零陵永宏大药房（商业城旁）
凤凰园：康唯一药房

怀化：东方大药房（中心市场天桥下）
芷江：和平大药房
黔城：惠好大药房（宏源宾馆对面）
靖州：梅林路国药店（职中旁）
溆浦：怀溆大药房（老百货公司对面）

吉首：博爱大药房
张家界：御芝堂大药房

目力键全省经销地址：
长沙：东塘星城大药房
平和堂负一楼药品柜
东塘楚仁堂大药房
红星步步高药品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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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西枫林路楚济堂大药房
火车站楚明堂大药房
南门口好又多药柜
侯家塘新一佳药柜
新开铺新一佳康寿大药房
黄金海岸楚明堂大药房
湘江世纪城楚明堂大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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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风路楚仁堂（汽配城店）
火车站仁寿堂大药房
庆元堂大药房华夏开福店
王府井负一楼药品柜
火星镇楚济堂大药房
汽车南站楚济堂大药房
马王堆誉湘大药房
汽车南站崇源堂大药房
黄土岭万众大药房
杨家山新农合大药房
高桥财富大厦日上大药房
马王堆一品大药房
庆元堂大药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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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医械广审（文）第 20110600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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