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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大师———杨松林教授

不好的！ 一般患者 7天耳鸣减轻，1个月
声音清晰可辨，3 疗程修复耳神经、调理
五脏六腑祛病根，耳鸣耳聋绝不复发！

权威认证 特批杨教授牌
OTC国药专治耳鸣耳聋

国家耳病研究中心、 十余家权威
医疗机构对杨教授的方子进行了大量
临床研究， 并对其功效做出官方认证：

“临床实验表明，神经性、老年性、噪音
性、药物性耳鸣耳聋患者，服用杨教授
益气聪明汤后，见内耳毛细血管血流量
增加、含氧量增加；电子内窥镜显示，耳
蜗纤毛细胞、 神经元细胞大量再生；耳
蜗基底电传递通畅活跃，听神经敏感度
增加。患者声音传递准确，耳鸣消失，听
力恢复。 ”

鉴于杨松林教授在耳病领域里的重
大贡献， 国家主管部门将杨教授的配方
特批命名为“杨教授”牌益气聪明丸（国
药准字 Z20043238）， 作为 OTC 甲类新
一代耳鸣耳聋专用药广泛推广。 功能主
治准确地批准为：“益气升阳，聪耳明目，
用于耳鸣耳聋疾病”专药专治。

7天听见 一月听清
杨教授创耳病四大奇迹

奇迹 1��老年性耳鸣：服用杨教授益
气聪明丸，7-15 天耳鸣症状迅速减轻，
耳闷、耳沉消失。

奇迹 2��神经性耳鸣：强效修复受损
耳神经，轻症患者 1疗程即可治愈，坚持
服用 2-3 疗程， 恢复脏腑的平衡功能，
切断耳病产生的根源，耳鸣不再复发。

奇迹 3��听力下降或耳聋：迅速修复
听神经群， 提高听力。 2-3 疗程益气升
阳， 平肝滋肾， 调理人体亏虚的脏腑功
能，不仅耳聪目明，肾虚也好了，尿频尿
急也没了。

奇迹 4��混合性耳鸣耳聋：对于久治
不愈的耳鸣耳聋， 只要还能听到一丝声
音，坚持服用 3-4 疗程，修复、调理双效
治疗， 十几年的耳鸣耳聋都能得到有效
的治疗。

治疗 30天，多听 30年
专家盛赞杨教授

治疗 30天，能多听 30年！杨教授的
神奇配方让世界医学专家惊叹不已。

国际听力康复协会会长 J·约翰逊博
士说：耳鸣耳聋一直是我们西方医学无法
治疗的疾病。杨教授的“耳神经植物修复因
子”解决了耳神经修复的世界难题，是医学
上又一个伟大的里程碑！

中华中医药研究所康尔钦主任则强
调：杨教授创造性地将现代科技运用于
古老的中医药中， 一方面修复受损的耳
神经，另一方面以温补派中医的绝活“益
气升阳”，来调理人体脾胃、肝肾等脏腑
功能的平衡， 既能快速消除耳鸣耳聋的
症状，又从根本上切断了疾病的病根。通
过杨教授的治疗，患者至少可以清晰地
多听 30 年， 让世界医学再次见识了中
医中药的威力！

20年神经性耳病
耳鸣停了、听力大幅提升

在杨教授益气聪明丸的受益者
中，有一位铁路局的退休老局长，耳聋
20 多年，国内外医院都看过，中西药物
吃了个遍，也做过高压氧、针灸、放血等
治疗，20 多年也不见好，钱也花了十几
万。 自从服用杨教授益气聪明丸，没有
到第 3 天就感觉耳朵温热、通畅，耳鸣
声小了！ 3 疗程吃下来，李局长惊喜不
已，耳鸣完全消失了，小声音也听得清
了！ 经内窥镜检测，受损的耳神经群完
全修复了 !

我们承诺您———
消除耳鸣，恢复听力，扔掉助听器，正常交流！

湖南耳鸣耳聋患者：

�2012 年 3 月 3 日第十二个全国爱耳日，中华耳
病基金会（CERF）、世界听力联盟（WLA）在北京召开
主题为“世界听力大会暨耳鸣耳聋疾病研讨会”，邀请
来自全球听力医学领域的 270 多位权威专家与会。
会议重点研讨了由杨松林教授历时 40 余年研发的、
近年火爆热销全国的新一代耳鸣耳聋专用药“杨教授

益气聪明丸”的医学价值。 该药独有的“耳神经植物修
复因子（E-ERE）”令所有与会国际专家震惊，西医几
百年来束手无策的耳神经修复难题，凭此迎刃而解。同
时惊叹于该方中独特的中医“益气升阳”法、从五脏六
腑治耳病病根的中医绝活。

最后， 专家组通过该药近几年 36125 例临床病

例，以及中医方剂学的科学分析，得出一致结论：杨教
授益气聪明丸是目前首个能真正修复患者受损耳神
经、调理脏腑功能平衡，根本治愈耳鸣耳聋的特效药，
应尽快在世界范围内大力推广应用，同时发起“拯救听
力，重建听的希望”的国际行动，让世界更多患者从根
本上摆脱耳鸣耳聋的危害！

耳病救星———杨松林
在西北地区，提起国医大师、治耳病奇人杨松

林教授，可谓无人不知。在民间我们听到很多杨教
授的传闻：只要给杨教授一搭脉，你的五脏六腑有
什么毛病他都能知道；十几、二十年的耳鸣耳聋，
只需几副药，就能耳聪目明；人们都说，只要还能
够听到一丝丝声音，无论你是神经性、老年性还是
突发性、药物性、噪音性耳鸣耳聋，杨教授几副药
就能消除耳鸣，恢复听力，跟正常人一样地与人说
话、交流。

“耳鸣耳聋病缠身，吵闹不休听无声；立竿见
影三副药，妙手回春变常人”。 这是耳鸣耳聋患者
对杨松林教授表达敬意的一首诗作， 人们都把他
称作“耳病神医”，视为耳病救星！

一剂猛药“治”服京城名医
早年杨教授在北京交流， 京城的国医专家不

服，公开叫板，定要拿下杨教授“耳病神医”的名
头。他们特意找来患神经性耳鸣、耳聋 20多年，久
治不愈的张老以身试法，要出杨教授洋相。

张老早年经历枪林弹雨使耳神经受损，60 多
岁时患上了神经性耳鸣耳聋，中医、西医，京城名
医、 中南海专家看了个遍， 治了二十年不仅没见
好，耳鸣还越来越厉害，听力几乎丧失。 两个耳朵
吵得厉害。 这些年遭了不少罪：耳朵吵闹不止，肾
虚失眠、神经衰弱，血压也升高了，脾气暴躁，大家
都不敢跟他讲话， 声音小了听不见， 大了又说嚷
他。

杨教授一拿脉，头也不抬，给老首长开了 3 副
“益气聪明汤”说：“吃了没效你来找我！”没曾想老
首长三天后就打电话来：“老杨啊， 吵了我十几年
的耳鸣好多了，终于可以踏踏实实地睡一觉了！ ”

三个月后，老首长耳鸣没了，听力也由 86dB
提高取 30dB（正常值为 25dB），而且肾虚尿频好
了，睡眠也足了，人一下子像年轻了十多岁！ 这下
子京城中医界无不佩服得五体投地，由衷叹服道：

“杨老的‘耳病神医’果然名不虚传啊”！
这些大名医们不禁私下请教杨教授， 您治耳

鸣耳聋用的是什么绝活啊？ 这么有效！？

公开叫板：
我能治好耳鸣耳聋

杨教授对同行们也不保留，他说：我的绝活简
单地讲就八个字“修复神经，益气升阳”！

临床表明， 无论是哪种原因造成的耳鸣耳
聋，最终都是耳神经群受损或坏死。 而现在一般
治疗方法，如消炎、安神、扩张血管等均无法修复
耳神经，还会造成药物性耳鸣耳聋。我花 40 多年
反复实验， 提取到“耳神经植物修复因子
(E-ERE)”可以说是目前唯一能修复受损、坏死
的耳神经，令耳神经再生，从而消除耳鸣、恢复患
者正常的听觉功能。

但仅修复耳神经还不够。 中医历来讲治病求
根，我的祖师李东垣（1180～1251年）讲：五脏之气
聚于脾胃，脾主升清，胃主降浊。 脾虚则清阳之气
不升，耳窍闭塞，胃伤而浊阴之气上扰，中气下陷
而累及肝肾，人本正常的生理平衡功能被打破，这
时候人的耳朵就会闷、沉，耳鸣不止，听力下降，视
物不清。

我采用温补派中医的绝活“益气升阳”法来，
用黄芪、升麻、白芍、黄柏等组方来鼓舞阳气、健脾
和胃、平肝滋肾，恢复脏腑的平衡，耳鸣耳聋的致
病条件切断了，耳鸣耳聋就不会再犯了。

这样用“耳神经修复因子” 修复受损的耳神
经，解决耳鸣耳聋的表面症状，以“益气升阳”法恢
复人的脏腑功能平衡，双管齐下，我可以负责任的
讲，这些年通过我治疗的耳鸣耳聋患者，还没有治

■他，年过八旬，中医温补派祖师李东垣（1180～1251年）的第 22代传人；
■他，生于中医鼻祖黄帝故里陕西黄陵，独立行医 60年，贯通中西医；
■他 16岁即入延安，在抗日战场独立行医，专治被炮弹震伤而耳鸣耳聋的战士；
■他解放后任西北某军医大学中医学教授，专攻中医治疗耳鸣耳聋；
■他潜心研究耳病特效药 40余年，发明“耳神经植物修复因子”令世界医学

瞩目，打破了耳鸣耳聋无法治愈的神话。
■为表彰他的突出贡献，被国家相关部门将他的发明特批命名为“杨教授”

牌益气聪明丸（国药准字 Z20043238），作为我国新一代耳鸣耳聋专用药。
■他的特效配方录入我国高校教材《中医内科学》（P593 页），作为教学示范

处方应用———他就是世界耳病领域的第一奇人，杨松林教授。

只有杨教授益气聪明丸，才是经杨
松林针对现代人体质，在 800 年前中医
温补派祖师李东垣“益气聪明汤”的基
础上改良而成的奇方，功效更卓著。
唯一功效成分

只有杨教授益气聪明丸才独含杨松
林历时 40余年发明的“耳神经植物修复
因子”，才能修复耳神经，益气升阳，消
除耳鸣，恢复斩力。
唯一产品批准号

杨教授益气聪明丸拥有国药唯一
的身份识别号：国药准字 Z20043238。
唯一注册商标

“杨教授 ” 是国家唯一特批注册的
益气聪明丸药品商标， 当前市场上有假
借杨教授之名，或杨教授秘方的功效，请
患者购买时一定要认准注册商标是“杨
教授”。

R

耳鸣耳聋
独家秘方

杨教授益气聪明丸湖南指定销售地址：
长沙： 雨花区：养天和大药房和潇店、五一路平和堂
药品柜、 火车站仁寿堂大药房、 新一佳楚明堂大药
房、汽车南站楚仁堂大药房、侯家塘新一佳药品柜
芙蓉区：火车站楚明堂大药房
火车站阿波罗药柜
火星镇楚济堂大药房（凌霄路）
五一路长沙大厦新一佳大药房
天心区：平和堂负一楼药品柜
南门口好又多药品柜
开福区：东风路楚仁堂大药房(汽车城店)
楚明堂大药房(黄金海岸酒店对面)
岳麓区：河西通程新一佳药品柜
观沙岭新一佳楚明堂大药房
星沙：凉塘路旺鑫大药房
望城：九芝堂康民大药房(电力局对面)
宁乡：神洲大药房(农贸市场对面)
浏阳：钰华堂大药房（北正中路中医院下行 100米）
株洲：贺家土健康堂大药房
湘潭：基建营福顺昌药店
衡阳：附二对面古汉大药房
古汉大药房湘江店
娄底：天天好大药房（步步高对面市财政局门面）
岳阳：为民医药超市(九龙商厦对面)
常德：武陵阁大药房(武陵阁广场西侧)
益阳：平和堂大药房（桃花仑市水利局对面）
家润多大药房
邵阳：时珍大药房(中心医院斜对面)
永州：市委对面康源大药房
郴州：同仁药店（第一人民医院前 50米）
怀化：百信大药房（河西明珠大酒店对面）
张家界：採芝堂大药房(老十字街)
吉首：博爱大药房(佳惠超市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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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讯

由中华耳病基金会、国际听力联盟、
杨松林教授联合发起的“拯救听力，重建
听的希望”活动在我省全面开展，让更多
患者一次治好耳鸣耳聋不花冤枉钱，重
建健康听力， 中华耳病基金会联合厂家
拿出 500 万补贴资金， 开展“买 8 送
3+2；买 4 送 1+1”的特别优惠。 同时给
患者建立基础医疗档
案，跟踪服务，直到完
全康复。

拯救听力
不花冤枉钱

买 盒 送 3盒
买 4盒 送 1盒

+2
瓶滴耳液

+1
瓶滴耳液

8

400�705�1619

专家热线：0731

免费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