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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男人更爷们
我们在行动

肾虚可不是小事，不光令男人丧失颜面，而且
还会导致各种严重疾病，为了让更多的男性朋友变
得更强大，体验到不一般的补肾强身的效果，把日
子过得更爷们儿， 现 3000 盒北京添精补肾膏全国
免费发放，来电就送，只需拨打 400-6350117，每人
最多领取一年量，送完为止！ 只收取相关原料基础
费及产品运输、存储等最低成本费！ 活动只限这一
次，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积极行动，抓紧时间领
取，勿失良机！

郑重提醒：北京添精补肾膏，是用多种名贵药
材根据珍贵古方秘炼熬成，非常珍贵，使用过程中，
酌量使用，一次 9克膏体，请勿浪费一滴！

古方奇药
非常难得的补肾好药

要说北京添精补肾膏特别， 就在于它的药方，
这个方子可是专门为皇宫贵族们补肾养生特别挑
选的，它的工艺非常苛刻，必须经过三蒸九熬秘炼，
经过 27道工艺炮制， 高倍浓缩， 最后熬成膏，100
公斤原生药材，只能熬出 9 两膏体，是真正意义上
的“浓缩的都是精品”。

北京添精补肾膏，经过了反复论证和临床试验
的过程，被批准为国家新中药，并指定知名药企独
家生产！它的效果可不是保健品和一般的药品能比
的。 只要你感觉自己肾虚了，喝几勺就会有明显感
觉，你如果坚持喝下去，效果就会更明显，不光尿的
痛快了，身上有劲，浑身轻松，而且身上原来的病
症，也减轻了，性福的激情又找回来了！

身体越喝越好
舍不得浪费 生活激情四射

好多的中老年朋友，喝后都说好，为什么呢？原
因就是，他们原来的尿频，尿急，尿不尽，阳痿早泄、
四肢畏寒，腰凉膝冷、精神萎靡、便秘便溏、面色黄
白等肾虚的症状，喝了北京添精补肾膏后，慢慢都
消失了，效果出奇的好，可真不是吃普通补肾的保
健品能吃出来的。

“它效果不错，原来怕冷，手脚冰凉的，夜里起
来 7-8 次呢，喝了它，尿的痛快了，也不像原来哩
哩啦啦的，现在手脚也都热了，起夜的次数，也比原
来少多了”

“原来，我这腰啊，膝盖老酸痛，浑身没劲，也有
失眠健忘的毛病，喝了它后，现在全好了”

“真没想到，喝了这北京添精补肾膏，就像年轻
了十好几岁，又找回了久违的激情。 ”

“我的感觉就是喝了北京添精补肾膏，睡的
好了，头不晕，眼不花，记忆力也好多了，确实不
错”

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现在，全国有好几万
人都在喝呢！他们都说，这么好的补肾药品，确实很
难找！ 舍不得浪费一点点，北京添精补肾膏服用方
法非常方便，用它冲开水或者炖鸡，炖鸭、炖汤来
喝，都可以！ 而且服用添精补肾膏，只需 4 个疗程，
就会让你变强大，以后不用再壮阳，让男人随心所
欲，恢复激情四射的夫妻生活！

奢华配方：添精又补肾
给力精气神

“添精补肾膏”配方汲取中国传统养生文精

髓，以《医方集解》添精补肾秘法为基础，内含八味
补肾阴成分（党参、黄芪、茯苓、熟地黄、当归、龟甲
胶、枸杞子、川牛膝），八味补肾阳成分（淫羊藿、鹿
角胶、远志、锁阳、狗脊、肉苁蓉、巴戟天、杜仲）。全
方从添肾精入手，润五脏养六腑，只需 9 两膏即可
达到气血、阴阳并补。其在补肾阴的基础上又温补
肾阳，所谓“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全方温而
不燥，补而不腻，共奏壮元阳，补精血之功。

多年的前列腺肥大也好了
一位 60 几岁的老先生， 患前列腺肥大好多

年，尿频、尿等待、尿不尽，小便困难、滴滴答答要好
几分钟，还伴有阴囊潮湿、小腹胀痛、失眠的现象，
做激光、微波、介入治疗，花了很多钱，也没好。后来
又吃了一些所谓的补肾药，不但没效果，而且还有
心慌手抖，血液上涌的现象。

后来通过朋友介绍服用北京添精补肾膏，只几
天就见到了效果，柠檬黄色的前列腺毒素就随尿液
排出来了；20 天左右排尿完全正常， 阴囊潮湿、小
腹胀痛的现象也没了， 每晚也能睡六七个小时了。
到医院一检查，肥大的腺体缩小至正常的状态：4×
3×2厘米。 病好后的我，精神好，走路有劲，人看上
去也年轻了。

40年顽固肾虚如今好了
衡阳有一位公交司机， 从小发育不良器官短

小，结婚都没成功圆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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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让他服用添精补肾膏，第一
天服，第二天服，连续几天就出现晨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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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养身心，尿频、尿急好了
30 出头身体大不如前，白天没精神，晚上常失

眠。 好东西吃了不少，可是效果就是不如意。 喝“添
精补肾膏”不长时间，胃口变好了，尿频、尿急也明
显好转，晚上没有起夜了。现在精神饱满，身体也变
强壮了，活力十足。

10种肾虚症状喝了好的快
人上了年纪，肾就不好，补肾养生是强身之道。

北京添精补肾膏也不是包治百病的神药，喝它也只
能达到补肾强身，改善生活的目的。临床验证，北京
添精补肾膏对 10种人肾虚症状效果非常好！
●腰膝酸软，头晕目眩 ●失眠多梦，口干舌燥
●四肢畏寒，腰凉膝冷 ●潮热盗汗，五心烦热
●精神萎靡，不自信，不安●尿频，尿急，尿不尽
●小便短黄，大便干燥 ●阳痿早泄，无欲望
●头晕耳鸣、耳背，牙齿松动
●脱发，须、发白，皮肤干枯

服用 1-2个疗程：
房事时间得到延长，尿频尿急、眩晕耳鸣、齿松

发脱、失眠健忘，腰膝酸软、四肢发凉、精神疲惫、浑
身乏力便能得到有效改善；

服用 2-3个疗程：
男性功能得到有效恢复，房事过后不疲惫。 补

腰强筋骨，腰不酸了，腿也不软了，白天精力旺，晚
上睡的香。

连续服用 4-5个疗程：
便能惊喜的发现，牙齿坚固了，白发也开始变

黑了，浑身有劲，吃喝拉撒睡，样样都舒服，各种慢
性病症也明显好转，男人魅力十足。

赶紧打电话，3000盒
北京添精补肾膏,免费申领

北京添精补肾膏这么好的效果， 这么好的产
品，全国发放，来电就送！ 您拨打：400-6350117 就
可免费申领北京添精补肾膏，每人最多领取一年的
量，只有 3000 盒，领完为止！ 只收取相关原料基础
费及产品运输、存储等最低成本费！

为什么会有这么便宜的事？ 原因很简单，厂家
意在希望有更多的人体验后，用事实来证明添精补
肾膏这一能完全恢复男性功能的药，确实不同于保
健品和一般的补肾药品，因为百姓的口碑宣传比花
钱打多少广告都有效。

活动只限这一次，请广大想体验北京添精补肾
膏的朋友们相互转告，积极行动，抓紧时间领取，勿
失良机！

源自《黄帝内经》，300年传承，古方良药，补肾新国药OTC�，经三蒸九熬秘炼，27道工艺炮制，高倍浓缩成膏，100公斤原生药材，只能熬出 9两膏体，异常
珍贵。 吃传统保健品，不如喝上几口北京添精补肾膏，一小勺就会有感觉，越喝越有劲，越喝越有效，尿的痛快，睡得好，头不晕，眼不花，让你随心所欲做男人。
添精补肾膏具有温肾助阳，补益精血的功效，针对肾阳亏虚、精血不足所致的阳痿早泄、腰膝酸软、精神萎蘼、畏寒怕冷效果显著。 冲开水喝，炖鸡，炖鸭、炖排
骨汤都可以，非常方便。 服用北京添精补肾膏，一生只需 4个疗程，就会让你变强大，不用再壮阳，让男人随心所欲，恢复激情四射的夫妻生活！

源自《黄帝内经》，300年传承，古方良药，补肾新国药OTC�，经三蒸九熬秘炼，27道工艺炮制，高倍浓缩成膏，100公斤原生药材，只能熬出 9两膏体，异常
珍贵。 吃传统保健品，不如喝上几口北京添精补肾膏，一小勺就会有感觉，越喝越有劲，越喝越有效，尿的痛快，睡得好，头不晕，眼不花，让你随心所欲做男人。
添精补肾膏具有温肾助阳，补益精血的功效，针对肾阳亏虚、精血不足所致的阳痿早泄、腰膝酸软、精神萎蘼、畏寒怕冷效果显著。 冲开水喝，炖鸡，炖鸭、炖排
骨汤都可以，非常方便。 服用北京添精补肾膏，一生只需 4个疗程，就会让你变强大，不用再壮阳，让男人随心所欲，恢复激情四射的夫妻生活！

申领电话： 400-6350117

通知：湖南肾虚的爷们
北京添精补肾膏，免费发放

京药广审（文）第 2013070398号

本报4月8日讯 原本
6月中旬才陆续上市的小龙
虾，眼下已经“爬”上了岳阳
一些餐馆的餐桌。 记者走访
发现， 这些小龙虾并不是来
自洞庭湖本地， 而是来自遥
远的云南和广西， 上桌价格
高达120元/公斤， 有市民高
呼“吃不起”。

小龙虾来自云南、广西

今天上午11时许， 记者
在岳阳楼区三角线社区一家
名为“万家渔火”的餐饮店看
到，几乎每桌都点了小龙虾。
餐饮店的鱼池边， 一筐筐小
龙虾正在缓慢爬动， 店里员
工不时从筐中抓出称重。

“这些小龙虾都是从外
地调来的。”店老板何建国介
绍，早在一个月前，该店就有
小龙虾上桌， 每公斤售价高
达120元。

何建国说， 由于价格太
高，消费量上不来，每天只能
出售50公斤左右。“本地龙虾
至少要到6月份才会上市，那
时价格下来后消费量会成倍
增长。”

据了解， 目前岳阳市场
上销售的龙虾几乎全部来自
云南和广西。“那里纬度较
低，气温相对较高，所以龙虾
上市比湖南早些。” 何建国
说。

正是由于价格居高不
下， 岳阳城区只有为数不多
的几家餐饮店有小龙虾，而

且不像大量上市时那样按份
算账，而是论斤来卖。

本地龙虾需等两三个月

记者在三角线渔业交易
码头发现， 本地龙虾还未上
市。一垛垛虾笼堆积在岸上，
几十艘小型渔船静静地停靠
在岸边。 渔市上所卖的小龙
虾也全依靠外省进货， 往年
批发价30元/公斤的龙虾，现
在卖到了80元/公斤。

“去年在市场买50元钱
的龙虾一家人能好好吃一
顿，现在吃一顿至少要300块
钱以上。太贵了，就算再爱吃
也只能克制一下再等几个
月。”在洞庭湖鲜鱼集散地的
鱼巷子， 选购水产的马女士
逛了一会， 买了两条鱼和几
斤黄鳝回家了。

龙虾为何这么贵？“最根
本的原因是洞庭湖里目前没
有龙虾上市， 全部依靠从外
省进货，个头小，价格又高，
生意难做。” 几位渔民解释，
每年四五月份， 洞庭湖就可
以捕捞到少量龙虾， 而现在
洞庭湖处于禁渔期， 因此没
有本地龙虾上市。

渔民们说， 再过两三个
月，禁渔期结束，湖里的小龙
虾也长大了，“到那时候，按
照往年惯例， 随着洞庭湖小
龙虾的大量上市， 价格将持
续下行。”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袁礼成 通讯员 韩章 何志高

本报4月8日讯 深夜，长沙
大道附近，一阵玻璃破碎的声音
几不可闻。不到1分钟，两个黑
影从一辆SUV里面钻出来，带
着车内值钱财物消失在夜色中。
近日， 一伙专盗SUV车内财物
的犯罪嫌疑人被长沙市公安局
雨花分局黎圫派出所民警抓捕
归案。

新年刚过，雨花公安分局多
次接到群众反映，停在长沙大道
一带的车子被人砸了玻璃，盗走
车内财物。

2月22日凌晨4点多， 民警

陈浩宇和几名同事一起守在长
沙大道融科檀香山路段。一名年
轻男子拿着微型手电筒沿着路
边走来。手电筒不时照进停在路
边的车内， 男子贴近一扇扇车
窗，向车内观察。很快，他发现了
目标。4点10分，“手电男” 拿出
工具试图敲开一辆车窗玻璃时，
被民警当场抓获。

经警方审讯，犯罪嫌疑人刘
毅（化名）今年2月上旬和他的
两名同伙在长沙撬了29辆车，
盗取车内财物，而九成以上都是
SUV。

小龙虾提早上餐桌，每公斤120元
它们都是“外地客”，有市民高呼“吃不起” 本地小龙虾两三个月后上市

SUV车主小心，有人专偷后备厢

“我们分析， 这是因为SUV的后
挡风玻璃比较容易看见车内的财
物。”办案民警陈浩宇说，一些SUV因
为后备厢里放了箱子而被砸，“即使
箱子是空的，贼也会猜测这个箱子里
有财物。”陈浩宇提醒市民，停车后不
要将财物留在车内，以免被盗。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张明阳
通讯员 刘芬 实习生 张峰瑞

车内不要放箱子和财物

俗话说：“春困秋
乏夏无力。”4月8日下
午， 长沙市街头绿化
带，许多市民憨睡在一
片“绿意盎然”的茵茵
绿丛中，享受着暖暖阳
光下“芳草碧连天”的
惬意。

记者 李健 摄

“春困来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