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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阴道炎#宫颈炎$糜烂%#盆腔炎#子宫内膜炎#附件炎#尿道炎#月经不调以及妇科

术后#人流后的预防感染&夫妻交叉感染&产后阴道松弛者的健康护理&改善妇科病引起的面部色斑#晦暗#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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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离子银) 与中国女性有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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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

+

排毒抗菌
通过尿液将阴道毒素自然排出!私处瘙痒"异味消除

*

第二疗程**

+!

免疫修复
白带恢复正常!腰酸"下腹坠胀疼痛"尿频"性交痛缓解

*

第三疗程**

+!

干净怡人
月经恢复正常!清爽干净!阴部紧缩润滑!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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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酸 下腹坠胀隐痛 白带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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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吴女士常常觉得腰酸"下
腹有坠胀隐痛感 !白带增多 !呈黄色
脓液样!有一次同房过后居然出现了
血丝# 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是中度宫
颈糜烂 !长期不治疗 !有可能导致宫
颈癌$ 吴女士慌了!跑了多家医院接
受激光 %冷冻 "微波 "红光 "高频电熨
术的治疗 !花了近万元 !病情不但没
有彻底好转!分泌物反而比以前更多
了!并排出大量淡黄色的液体$

就在吴女士不知所措 "无心工作

的关头$一位权威医生推荐她选用美
国美国&离子银'免疫识别清洁剂 !说
它具有抗菌%排毒 %免疫 %修复等多种
功效 ! 同时配有强效喷剂夫妻共用 !

彻底杜绝交叉感染$吴女士在专家的
指导下 !使用了

"

盒美国 &离子银 '!

久治不愈的宫颈糜烂终于痊愈了 $病
好后 !吴女士面色变得红润了 $ 她还
说 (&美国 )离子银 *使我阴道紧缩润
滑 !快感尤如万只蚂蚁爬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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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 456789

高阿姨今年
"$

岁!外阴瘙痒
多年!白带黄!呈泡沫"豆渣样!去
医院检查!说是阴道炎!用了各种
方法!中西药洗剂"栓剂"泡沫剂
全都试过!一直都没能治好$

%

年
前年轻的女儿也出现了同样的症
状$ 高阿姨觉得是自己传染了女
儿!更是心急如焚$

两个月前! 女儿带回家六盒
美国&离子银 '免疫识别洁身剂!

说是她的一位医生朋友推荐的 !

说这是美国最新研发的免疫识别
分子药$ 它特有的溶菌酶能排除
毒素"修复阴道黏膜损伤"平衡阴
道内正常酸碱度" 提高阴道自身
的抗菌免疫能力!杜绝感染复发$

高阿姨和女儿每人用过三盒后 !

多年的外阴瘙痒真的好了! 没了
这一困扰!高阿姨精神放松!一下
子年轻了好几岁$

流产诱发
,

种妇科炎症

&那阵子我的白带多 ! 护垫
上散发出阵阵臭味! 月经量多且
时间长" 腰酸" 小腹两侧坠胀难
受! 心情烦躁! 对性生活毫无兴
趣! 至今未能生育$ 要不是专家
建议我选用美国 )离子银* 免疫
洁身剂及时消除我的宫颈炎" 盆
腔炎" 附件炎! 我想我一定会发
疯$' 李兰说$

婚前我有过一次药流 " 一次
刮宫的历史 ! 患上宫颈炎 " 盆
腔炎 " 附件炎后 ! 吃的药 " 洗
剂 " 丸剂 " 挂水 " 电灼等能用
的药和治疗方法都用上了 ! 可
就是反反复复 $ 没想到用美国
&离子银 ' 的第二天 ! 白带顔色

好转 ! 腥臭味减轻 ! 里面的脏
东西排出后 ! 整个阴道清爽润
滑 ! 三盒用完 ! 原先痛苦的症
状基本上感觉不到了 $ 为了防
止复发 ! 我又用了三盒 ! 经检
查 ! 宫颈口 " 子宫内膜壁糜烂
组织全无 ! 弹性好 $ 现在病好
了 ! 心情跟着好 ! 老公再也不
会皱着眉头和我在一起了$

专家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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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离子银"免疫识别洁身剂啊#

美国 &离子银'!让我老婆从前的
性感"优雅"高贵的气质又重现了+

半年前
#

我老婆还在饱受阴道炎"

盆腔炎"宫颈糜烂"月经失调等妇科病
的折磨$ 这些病竟然是因我而起$

婚前与婚后五年内!我常常缠住
她!导致她多次刮宫流产$ 有时在她那
没完全干净时!强忍着和我在一起$ 渐
渐地我发觉妻子面色发黄! 脸上皱纹
爬出来!下面腥臭味严重!月经量时多

时少
#

淋漓不尽
#

分泌物多 !颜色不正
常!老婆一天比一天憔悴$ 人到中年才
想到我以前对妻子太不关心了$ 但我
从没有因老婆失色! 没了往日的性感
而在外找小情人$

听说美国 &离子银 '对女人的病
有独特疗效!而且还专门配备了防止
男女交叉感染"促进性生活润滑快感
的强效喷剂!我于是一下子买了

$

盒
带回来$ 您还别说!等用到第

&

盒时

有天晚上老婆说她感觉好多了!主动
与我温存$ 对我来说!这是老婆近几
年来破天荒的第一次$

药用完后!她下面干干净净!一点
异味也没有! 原来稍不注意卫生就会
加重病情的现象再也没出现过$

老婆因有了美国&离子银'变得气
色好!精神好!更重要的是她有了三四
十岁女人的风采和要求啦$ 说真的!我
就怕她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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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城高速路被破坏隔离网开的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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