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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痛、三叉神经痛发生根本原
因是颅内血管的内外压不均衡导
致血管痉挛所致，传统西药治疗靠
止痛消炎麻痹神经暂时缓解，患病
时间过长，最终导致脑中风、脑梗
塞、永久性失明、智力损伤、痴呆、
瘫痪或死亡。

青海益欣药业独家研制“丹珍
头 痛 胶 囊 ”（OTC 国 药 准 字
Z20025871），采用高原植物药材，首
创“三位一体”疗法，通过心肌、血
管、血液三方位入手。独含的PD精
华分子通过血脑屏障直达病灶，迅
速治痛更止痛，有效改善脑部微循
环，全面调理脑部血管畅通，修复脑
干体神经组织，使脑血流量稳定，外

界刺激再大也不会发生紊乱的脑电
波。可从根本上治愈头痛、三叉神
经痛、顽固性偏头痛、血管性头痛，
并可阻止中风、瘫痪、脑溢血、脑梗
塞等并发症。即日起买3送1。
头痛康复热线：0551-3961114

地址：合肥养生药房（三孝口
邮局斜对面）普济药房(市府广场）
蚌埠工农（工农路9号）淮南仁济
（润丰宾馆旁） 阜阳华利（三里小
学旁） 铜陵铜都药房（十中对面）
宣城言午氏安宁店（状元北路）淮
北医药八分店（局中对面） 巢湖康
复（向阳菜市、东风路） 亳州济世
堂（灵津渡大桥南头 50米） 六安
大别山50号药房

头痛 三叉神经痛 终于能治了
面瘫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疑难杂症，长期以

来无一种专用药。伊正面康的问世，填补了面
瘫无药可医的空白。面瘫、痉挛、面神经麻痹、
面神经炎表现为口歪眼斜、面部无表情、双眼不
能闭严、双侧鼻唇沟变浅、口唇不能闭严、口角
漏水、面部抽搐等。

伊正面康胶囊从蝮蛇和乌梢蛇的体内提取
出活性生物——激肽释放酶直接作用于患者的面
部神经，能促进坏死的神经细胞功能修复，加速神
经细胞的分裂，使断裂萎缩的神经纤维再生并连
接，恢复神经纤维的支配功能，从根本上治愈不复
发。伊正面康胶囊：对面肌痉挛、急（慢）性面瘫、
面神经炎、面肌萎缩、过往治疗效果不佳或失败
者，让您不扎针、不手术、一般患者1到2个疗程，
全面康复不留后遗症。

喜讯：买2送1 买4送4 活动仅限在合肥养生
大药房（三孝口邮局斜对面）专家咨询：0551－
3964423 地址：蚌埠工农（工农路9号）淮南仁济
（润丰宾馆旁）铜陵铜都（十中对面） 阜阳华利
（三里小学旁）宣城言午氏药房安宁店（状元北
路）淮北八分店（局中对面）宿州兴华药房 亳州
济世堂药房 六安大别山路50号药房 巢湖康复
（向阳菜市、东风路）安庆宝芝灵（116医院对面）

让面瘫患者“变脸”医药健康

●警惕，痛风可致尿毒症！
痛风是由于嘌呤代谢发生紊乱，

体内尿酸含量过高，导致尿酸盐结晶
在关节、肾脏沉淀形成的。临床表现
为患者脚趾、踝、手、膝、肘等关节出
现肿胀、热痛、僵硬，并伴有头痛、发
热、白细胞增高等全身症状；沉积尿
酸结晶引起关节变形或形成痛风结
石，使关节畸形、僵硬，无法活动。

痛风每次发作起来如同针扎火
烧，让人痛不欲生，被患者形象地成
为“生命第一痛”！统计报告表明：5
到10年的痛风患者，由于体内尿酸
沉淀长期附着在骨节肾脏上得不到

清除，加之过量服用秋水仙碱等西
药，对肾脏的危险极大，近30%的患
者最终并发肾衰竭、尿毒症。

●破译痛风发病诱因
世界医学界一致认为，痛风反

复发作的主要原因是尿酸结晶无法
清除，嘌呤代谢功能发生紊乱。当
人体血液中的尿酸达到饱和状态
时，尿酸盐结晶沉淀在关节组织，就
会形成急性痛风性关节炎；尿酸盐
沿软骨、滑膜、筋腱及皮下结缔组
织，导致慢性痛风性关节炎。

医学上对痛风的治疗主要有以
下集中方法，一是止痛类药物治疗，

代表药物如秋水仙碱，适用于痛风急
性发作期，此类药物对肝肾的损伤极
大。第二类是促进尿酸排泄、抑制尿
酸生成的药物，例如小苏打、别嘌
醇。此类药物可以延缓痛风的发作
周期，但不能从根本上进行治疗。
●肽核酸——点破痛风死穴

臧羚十五味乳鹏丸，国药准字
（Z20003201），它独含的神奇物质
——肽核酸(PNA)是目前世界上唯
一能点破痛风“死穴”调节嘌呤代谢
紊乱的物质，肽核酸(PNA)进入人体
后，能准确补充肝脏内的转移酶，有
效矫正嘌呤代谢紊乱，快速分解血

液中的尿酸，从根本上解决高尿酸
症。臧羚十五味乳鹏丸中的肽核酸
(PNA)不但能够靶向分解并清除尿
路结石，将长期沉积在体内各部位
的痛风石连根拔起，而且还能全面
修复病变关节，迅速增强肝肾功能，
提高机体免疫力，彻底消除关节炎、
高血压、动脉硬化、糖尿病、尿路结
石、肾结石、肾衰竭、尿毒症等因为
痛风而引起的并发症。
喜讯：上市 6 周年 感恩大回馈

为让每位痛风患者得到有效治
疗早日康复，凡购买臧羚十五味乳
鹏丸一盒赠送一盒虫草降酸茶。

专家热线：0551－3559668
指定经销地址:合肥养生大药房(三孝
口邮局斜对面）淮南仁济药房（润丰宾
馆旁）宣城言午氏安宁店（状元北路）
蚌埠工农药房（工农路 9 号）巢湖康复
药房（向阳菜市）无为鑫康药房、无成中
心药房（无成十字街）铜陵铜都药房（十
中对面）淮北医药八分店（局中对面）宿
州兴华药房(市立医院旁)阜阳华利药房
（三里小学旁）亳州济世堂药房（新华路
灵津度大桥南50米）芜湖中山药房（妇
幼保健院旁）安庆宝芝灵药房（116医院
斜对面）六安50号药房总店（大别山路
50号）舒城大别山药房（梅河路1号）

足垫 鸡眼 硬皮 一贴消
脚底出现足垫、鸡眼、硬皮使

脚部经络血液循环不畅，严重危害
人的健康。“千足液”由藏医学教授
在原《足茧消》配方的基础上，加入
数味经典藏药祖方共同历时五年
独创研制而成。“千足液”是一种
纯天然动、植物活性提取物的组
合液，能迅速穿透脚部死皮、肉
垫、硬茧，平衡皮下组织营养和
水份，抑菌清毒，使之与正常皮
层自然分离，起到消除足垫、鸡眼、
脚部肉刺、死皮、硬茧的特殊作用，
在3-7天左右使足垫、鸡眼、硬皮
等不疼自然变软脱落消失。

即日起买 2 送 1 咨询电话：
0551—3566856 经销地址：合肥养
生大药房（三孝口邮局斜对面）普
济药房(乐普生商厦）南七光大药
房 肥西派和大药房 蚌埠工农（工
农路 9 号） 淮南仁济（润丰宾馆
旁） 铜陵铜都（十中对面） 安庆宝
芝灵（116医院对面） 阜阳华利（三
里小学旁） 宣城言午氏（安宁店）
淮北医药八分店 宿州兴华（市立
医院旁） 六安50号大药房 巢湖
康复（向阳菜市） 芜湖市中药房
亳州济世堂（灵津渡大桥南头 50
米）黄山德仁堂

笔者近日发现，众多中年人和女
性不约而同走进三孝口养生大药
房，纷纷购买明芳德牌便秘贴，都说
多年的老便秘没想到用了后效果还
蛮好的，方法既简单、又安全。

据了解，外用贴剂便秘贴（贴肚
脐）源于润泽堂百年中医验方，植物
原料配伍，方中红花补血、活血、养
血；桃仁润肠, 实消极化痞；陈皮清热
燥湿理气，组方科学、独特。二天一
贴，促进胃肠分泌,增加胃肠蠕动,提

高肠道传导功能，排便畅畅快快，一
身轻松。

便秘对健康危害很大，对老人诱
发心绞痛、心肌梗死、脑出血、中风
等；对儿童影响智力发展；对女性会
增加体内毒素，导致机体新陈代谢
紊乱，内分泌失调及微量元素不均
衡，出现皮肤色素沉着、面无光泽
等。因此，针对各种便秘，轻者1-2
疗程（3盒/疗程）、重者3疗程即可康
复。即日起买3送1 特惠活动！

咨询电话：0551—3905800
经销地址：合肥养生大药房（三孝口
邮局斜对面）普济药房（乐普生商
厦） 蚌埠工农（工农路 9 号） 淮南
仁济（润丰宾馆旁） 安庆宝芝灵
（116 医院斜对面） 阜阳华利（三里
小学旁） 宣城言午氏安宁店 淮北
医药八分店（局中对面） 宿州兴华
（市立医院旁边） 六安大别山路50
号大药房 亳州济世堂（灵津渡大桥
南头50米）

便秘不吃药 一贴就见效

无须拔甲、修甲、包甲，比涂指
甲油还简单，第三代生物制剂甲轻
松全新上市，十年来我们专注于生
物领域抗真菌研究并联合美国西弗
基尼亚大学医学院，从天然植物中
提取出可以渗透深皮层组织杀灭真
菌的（HZLO）成份，7-15天左右灰、厚
病甲开始脱落，30天左右逐渐长出
亮丽美甲！从第一代甲轻松上市以
来历经三次改良创新，已经成功治
愈数万名深受灰指甲困扰的患者，

同时也赢得良好的口碑和信赖。每
日涂抹一次、无色无味、无腐蚀性、只
须30天永远告别灰指甲！提示：购
买时请认准“三代甲轻松”谨防假冒。
咨询电话:0551-3397800

地址：合肥养生药房（三孝口邮
局斜对面）普济药房 蚌埠工农 淮
南仁济 安庆宝芝灵 阜阳华利 宣
城言午氏安宁店 淮北八分店 宿
州兴华 巢湖康复 亳州济世堂 六
安大别山50号药房

灰指甲涂一个好一个

医学药材图片

虎掌草（彝语：哈背诺起） 午香草（彝语：阿库特）

1972 年“大搞中草药群众运
动”，鲁老先生将祖传秘方“二草
汤”献给了楚雄州大姚县人民医
院，医院制剂室将该方制成胶囊，
命名为“清咽止咳胶囊”，在医院临
床达20多年，疗效十分可靠。

响应云南省委、省政府将天然
药物的开发、生产列为省支柱产
业的号召，1998 年，由政府投资，
云南金碧制药研发中心与中国医
药研究开发中心、云南省中医中
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湖
南医科大学、昆明医学院首次对
千年秘方“二草汤”进一步挖掘、
整理和研究，研制成专治咽炎疾
病 的 高 科 技 药 物 ——【咽 舒 胶

囊】，由云南金碧制药厂独家生
产。一个流传彝族千年的“二草
汤”终被推向全国市场。

慢性咽炎常引起咽干、咽痒、
咳嗽、痰多、干呕、恶心、声音嘶
哑、息肉、声带小结、咽部有异物
感等症状。患者长期服用中西
药、抗生素，“咽毒”已经产生抗药
性，治疗后总是反反复复难以去
根，易引起鼻炎、胸膜炎、气管炎、
肺炎甚至引发咽喉癌等。

云南金碧药业生产的国药准
字Z20025604“咽舒胶囊”采用彝族
祖传秘方“二草汤”为依据，以彝药
神草“虎掌草”和“午香草”为主药
研制而成的一种特效药，它含有草

本脂等大量的生物活性成份，能迅
速清除“咽毒”，散解邻近组织淤积
的毒素，快速修复受损的咽壁粘
膜，分泌大量吞噬细胞形成淋巴组
织网，重建咽喉部强大的防御屏
障，从根本上消除病源，防止复
发。服用“咽舒胶囊”起效迅速，一
般患者1-2疗程即可康复，请按疗
程服用。

功能与主治：彝医：哦格诺勒摆
诺，兹猜诺且。中医：急慢性咽炎、
扁桃体炎，以及由感冒、肺炎、气管
炎、烟酒过度引起的咽喉肿痛、咽干
痒痛、咳嗽痰多、声音嘶哑、息肉、声
带小结、咽部异物感等各种咽部不
适。即日起买5送1、买10送3。

咽舒胶囊专家热线：0551－3555653
经销地址：合肥养生药房（三

孝口邮局斜对面） 普济药房（市
府广场） 百家信药房(庐州烤鸭店
对面) 淮南仁济（润丰宾馆旁） 蚌
埠工农（工农路 9 号） 铜陵铜都
（十中对面） 阜阳华利（三里小学
旁） 宣城言午氏(安宁店) 淮北八
分店（局中对面） 宿州兴华(市立
医院旁) 巢湖康复（向阳菜市旁）
亳州济世堂(灵津渡大桥南头 50
米) 安 庆 宝 芝 灵（116 医 院 斜 对
面） 六安大别山路50号药房、舒
城大别山药房、霍邱蓼都大药房
（蓼都市场对面）

二十世纪60年代，在彝族云南省
有一位老彝医，他就是自幼随父学习
彝医的鲁家传人鲁延楷老先生。

鲁老所用方子是祖传秘方“二草
汤”，其中的两位药材，为彝民传说中的
神草“虎掌草（彝语名：哈背诺起）”和“午
香草（彝语名：阿库特）”。鲁老先生以此
两种神草熬制的“二草汤”治病救人，妙
手回春，救治了无数咽炎患者。

千年秘方治慢性咽炎

不用手术治好疝气
疝气又称“小肠气”，多由腹壁薄

弱和腹压偏高而引起，而常被人忽
视，如不及时治疗，会并发肠坏死危
及生命，严重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和
老年人的身体健康，采用手术治疗风
险大，易复发，后果严重。百年老字
号，广东宏兴药业最新研制的消疝防
复发的强效药“国药十香丸”一举解

决了治疝气反复发作的病因。该药
以平衡腹压，使疝囊回缩，修复腹腔
膜和疝环。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小孩，
服用十香丸，配合使用赠送的强磁消
疝贴和疝气带，三管齐下，当天见效，
1-2疗程左右彻底消除各类疝气。

喜讯：一次性购药1疗程（6盒）赠
送疝气带1个，另送强磁康疝贴12贴。

详情咨询0551-3555991
经销地址：合肥养生药房(三孝

囗邮局斜对面) 普济药房(市府广场)
淮南仁济（润丰宾馆旁）宣城安宁 蚌
埠工农（工农路9号）巢湖康复 铜陵
铜都 淮北医药八分店 安庆宝芝灵
阜阳华利 宿州兴华 六安 50 号药房
舒城大别山药房 亳州济世堂

千年藏药古方 痛风连根拔

治一个好一个

全国畅销6年 国药藏羚十五味乳鹏丸成功治好百万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