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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救星———袁绍光

提起袁教授，中医界无人不知。 他年近八
旬，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贴身御医”第 6 代
传人，祖上 5 代皆为御医。 他自幼随祖父学医，
辨尝百草，熟读医书，练就一身济世救人的好
本领。 他 15 岁就跟随溥仪，一生专治身体虚弱
的溥仪。 解放后，远赴南洋，开堂坐诊，无论何
种男性障碍，经他诊治，立能复举。他曾为东南
亚多国政要医治虚证，弟子遍布全球！

袁教授治男性障碍堪称一绝！ 被医院诊断
为生殖器短小发育不良的患者， 重新生长变大
了，不必倾家荡产去做手术了；年老体虚阳痿早
泄的患者，治完后激情燃烧，而且睡醒之后心不
慌，神采飞扬。

患者们尊敬的把他称为“男性救星”。

两剂猛药
“治”服百年名医药号！

袁教授治男性障碍治一个好一个， 引来京
城著名的药号关注，其药号的坐镇名医杨老，公
开叫板，非要亲自验证。 杨老 43 岁起男性功能
萎靡，自己多方调治无效，结果仅吃袁教授两副
药，当天感到丹田发热，男根渐硬；连吃 4 副药，
竟然恢复了夫妻的乐趣生活。杨老连呼神奇，并
当众承认，虽然自己拥有药堂的百年老字号，但
术业有专攻，男性方面还是袁教授厉害！

袁教授给他讲了个简单的道理： 我们知
道，男人的根部器官需要血液供养，才能维持
活力。 如果供血供养量不足，男性功能就会受
到影响。 从这一点上看，男性障碍的病机像是
气滞血瘀， 于是所有中医都忙于活血化瘀、扩
充血管。 结果，活血扩管药一吃，男根坚硬一
点；可药一停，比原来还疲软。

治病要求本。为什么会供血不足呢？《黄帝
内经》讲：“肾气足则血流强劲，可达丹田会阴；
当人体虚弱衰老，肾气由盛转衰，血液供养减少，
男人的阳气就会逐渐下降，以致出现元阳不足而
致男根不举。

所以说，肾气亏虚才是男性的病根。 袁教
授的一席话，说得杨老中医颌首称赞。

公开叫板：
我能治好男性障碍！

有些患者问，我们也吃过补肾药，可为什
么效果不好呢？ 袁教授解释：

一、传统中药颗粒或丸子，患者吸收不好。
二、常用药中没有提升药劲的猛药，效力

较弱。 只能勉强提气，不能逆转精神！
袁教授说：“我行医六十余年， 经我手治好

的患者已有数万。 虽然病情各异，但总结起来，
治疗诀窍就 4个字 -血气升阳。”血气升阳法是
袁教授的世家祖传独门医术，专门补肾血，升元
阳，直接针对男性障碍的病根 -肾气亏虚，肾阳
不足！ ”

所以袁教授敢于公开承诺：我配的药能治
好男性功能障碍、阳痿早泄！

在行医生涯中，袁教授不断改进家传秘方。
他应用尖端科技将传统汤药制成浓缩药片，药
效提升数十倍。彻底解决传统中药难吸收、见效
慢的弊端。 患者吃下去，当天男根发热，数日恢
复晨勃；30天随心所欲精力十足。

3 天激情四射
小药片实现四大奇迹！

鉴于袁氏小药片的卓越疗效， 国家极为重

视。相关部门应用现代手段进行检测。结果显示，
小药丸实现了男性障碍治疗的四大突破：

一、奇方：这是国内独家的男性秘方药，应
用历史最长， 疗效确切。 它采用袁氏独门医术

“血气升阳法”进行治疗，直接针对男性生殖根部
-肾气亏虚，肾阳不足。 通过补肾血，升元阳，迅
速滋生男性精力，彻底消除阳痿早泄。

二、奇药：这是目前男性用药中起效最快的
速效药。该药在鹿茸、西洋参的基础上，采取了袁
氏独门的制药提纯法，使药劲刚猛，起效迅速！多
数患者 30分钟见效，3天男根状况改善， 而且实
现二次发育再长大。

三、奇法：这是国内独有的纳米级浓缩中
药， 采用国际最先进的微晶转导压片技术生
产，药效离子仅 1 纳米大小，吸收更好；完全保
留天然活性，起效更快；每粒药丸中药效成分
高达十万个，补肾益心，生血滋阳更彻底！

四、奇效：这是全世界独创的能再生男生
器官的特效药。患者每天吃一次，当天神清气爽，
3天男根状况改善，一月随心所欲，器官海绵体组
织澎湃坚强。 从此不靠壮阳药，年老者恢复壮年
激情状态，还能再要孩子。

权威认证全国独名独家：
OTC 国药 专治肾虚爷们！

此后，卫生部门又对袁氏小药片进行了大
量临床研究， 并做出官方认定：“滋生精子活
性，提高血氧供应，提高海绵体神经敏感度，并
具有滋生男性器官发育功能。对年老肾虚、纵欲
肾虚、肥胖肾虚、药毒肾虚、体弱肾虚、纵酒肾
虚、以及各种阳痿早泄有绝佳效果”。

目前，袁氏小药片已被国家药监部门批准为
全国独家男性专用药。 并因其效果好，无副作用
的特点，被授予红色OTC标志。

更可喜的是，国家特批小药片直接通过其
主要的成分命名为“鹿茸洋参片”，以示与其他
产品的区别，并将袁氏中医的独门用药“补气
血，益心肾”写入功能主治。以此表彰袁教授对

男性功能障碍治疗的突出贡献。

治疗 30 天，再乐 30 年
专家盛赞中国野生绿色小药片！

2012年 3月 15日，袁氏小药片亮相世界男
性生殖性学大会，立即引起巨大轰动。
港澳台中医联席会长顾勇安教授说：袁氏

小药片抓住了男人“肾气亏虚、心血不足”的病
根。从补肾气，升元阳，硬男根入手，促吸收，下
猛药，养治结合，双管齐下。 一方面补肾强心，
使患者心肾同强，上下接力。 另一方面升血滋
阳，使五脏受益，心、脑、肾功能同步提升，彻底
消除单方面器官疲劳。 最难得的是，只要患者
的肾心增强，男根恢复坚强和再增大后竟能长
期稳定，不疲软、不退缩！

世界男性联盟主席 Aidtin 博士倡议，各类
型男性障碍患者均可放心服用。

发育不足和年老者
男性功能大幅提升！

在袁氏小药片的受益者中， 有一位铁路
局退休的老局长，阳痿 20 多年，吃过国内外
名药无数，看过的医生少说也得 100 位，可就
是不见好。后来听说小药片是独家秘方药，效
果特别好，就买了 4 盒。 刚吃第 1 天，就对爱
人的拥抱有反应；才 2 天，就恢复了久违的夫
妻生活，好像又回到了热恋时的冲动。老局长
高兴的给袁教授打电话， 袁教授建议他再服
3 个月，把肾气补足。 这不，3 年过去了，老局
长说，这小药片带来的快乐，比当局长还过瘾
呀！

袁教授说他治过最重的患者是山西的一位
老司机，从小发育不良器官短小，结婚都没圆

房成功，病史长达 40 年。 一到关键时刻，自己
信心不足就没办法，吃了各种药也不行，有些
药还伤身体。 袁教授给他用上小药片，第一天
服，第二天早晨就出现晨勃，接下来坚持服用
的过程中，就先后出现了：晨勃时间延长、接触
敏感、增长坚硬。

湖南肾虚的爷们：
我们承诺您：
一生只需 4 盒变强大，永远不用再壮阳！

2012 年 3 月 15 日，“2012 世界男性生殖性学大
会暨第 21 届国际男性功能障碍研讨会”在京召开。 会
议由世界男性自由联盟（NZL）与中华男性疾病防治中
心（MJZ）联合主办，邀请来自全球男性功能研究领域

的 116 位专家学者， 共同围绕 " 袁绍光教授研制的男
性再生小药片 " 展开讨论，并得出一致结论：袁氏小药
片治疗阳痿早泄、生殖器发育短小，效果堪称一绝。 该
药首次实现了从“血气升阳”的根本上治疗男性障碍，

不仅能完全消除“疲软”，更能迅速重建坚硬的男根。 让
患者彻底摆脱壮阳药，恢复激情四射的夫妻生活。

最后，与会者一致认为，这是目前独创的、真正能让男人
完全恢复男性功能的特效药，既安全又直接，老弱皆宜！

■他，年近八旬，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贴身御医”第 6代传人！
■他，解放后迁居南洋，是享誉东南亚地区的著名东方中医！
■他治疗男性障碍堪称一绝！ 凡经他治疗的患者，一般 4副药，尽扫萎靡不振，70岁的

老人再度激情生子，有些生殖器官发育不良的小男人，迅速发育长大。 这些人以前靠壮阳
药维持着男人的尊严，现在全部的扔掉了壮阳药。

■他，就是袁绍光教授，我国男性障碍治疗的第一圣手。
一位 67岁的老年患者，因阳气不举，过了 20多年的无性婚姻后最终离婚，连吃了 4

副袁教授的药，竟然大大方方地找了个 32岁的女子再度结婚，更想不到的是，新婚数月之
后，他老婆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当他的这个宝贝儿子降临的时候，老人抱着袁教授流泪
喊“菩萨呀”！

男人救星”———袁绍光大师

治男人不行
的独家秘方

鉴于袁绍光教授对男性障碍治疗的
卓越贡献，国家特批小药片为全国独名
独家 OTC 产品。 相关部门提醒消费者
在购买时，需认准以下信息。
特批唯一的产品名字

袁氏小药丸最后被国家药监局授予
“鹿茸洋参片”名字，这不同于可以“一药
多名”的普通产品。也不允许任何企业仿
制生产。 只能是袁教授所在的吉林辉南
辉发药业指定生产。
配方成分

袁氏小药片的核心成分就是特批的
野生鹿茸和进口的西洋参！不仅补肾气，
升元阳，而且还能益心智。这与美国的伟
哥一样， 不但不伤身， 还能五脏同步治
疗。 药劲刚猛，起效迅速！ 多数患者当天
见效，7天激情四射。
产品批号

袁氏小药片是国家认证的男性
OTC专用药。 临床验证，患者吃下它，当
天精神回升， 第二天晨勃明显，7天即可
收发自如，一月威猛无比，并开始二次发
育增大变强。 此后不用壮阳药，也能收发
自如。

男人问题救助专线

400-0603-608

特大喜讯
袁氏鹿茸洋参片公益救助活动来

到我省！
袁氏鹿茸洋参片是新一代男性特

效药，能迅速刺激发再育，提高性能力，
彻底消除阳痿早泄。 为此，国家高度重
视，予以知识产权保护并大力推广。 本
次活动由中华男性防治中心发起，是全
国性公益救助活动， 旨在促进夫妻和
谐。 工作人员透露，活动期间买 5 赠 1，
买 7 送 3。 活动时间仅限本月，救助名
额只有 300 个。现在，抓紧打进电话，就
可以享受特殊补贴。 花最少的钱，用上
最好的药，快速治好男性功能障碍。

鹿茸洋参片指定销售地址：●湘潭： 福顺昌基建营店（基建营步步高斜对面） 长青药号宝塔路店 ●岳阳：土桥友谊医药商场（东茅岭路 356号） ●郴州：同仁药店（西街水巷 69 号第一人民医院前 50 米） ●永州：冷水滩康源大药房（市委
正对面） 康源大药房（市中心医院店） ●邵阳：时珍大药房 ●娄底：橡果国际专卖店（长青中街 3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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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华大药房（东方女子医院旁） ●怀化：东方大药房

40 年顽固肾虚 一吃就好！

市内免费送货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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