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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药治多病
信 赖 鸿 茅 !!"#

风寒湿痹 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关节肿胀!麻木!疼痛

筋骨疼痛 坐骨神经痛!颈肩腰腿痛!颈椎痛!腰椎痛

补气通络 头痛!头晕!耳鸣!昏厥!憋闷!烦躁!肢体麻木

肾虚肾亏 腰酸腿软!失眠多梦!夜尿频多!畏寒肢冷!月经不调!白带清稀

脾胃虚寒 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胃寒!胃酸

气虚血亏 头昏头晕!虚汗多喘!脱发白发!神疲乏力!视物模糊!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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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瓶一疗程专家建议按疗程服用 海南华健药业总经销

治风湿骨病&筋骨疼痛&脾胃虚寒&肾虚腰酸&气虚血亏等多种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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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中老年人在患有风湿骨病的同
时!往往还伴有心脑血管病!前列腺疾病!肾
亏肾虚"肠胃病和气血亏虚等症# 这种情况
中医叫

!

病机丛杂!三焦不通!多脏受累
!

$

如用常规的单方药%小方药!就会发现!只对
一两样小毛病有改善!可对自己身上的那些
!

老"大"难
!

病效果就不明显$

究起原因!对老年人患多病"大病"顽
固病的治疗!必须融数方为一方!合数法
子一法!这就是由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
病论'中首提!并深刻影响中医理论发展
史的

!

大方复治法
!

$ 简单说!就是
!

单方
治单病!大方治多病!复方治难病$

!"

很多
历史悠久%疗效显著的王牌中药!采取的
都是大方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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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在医学典籍中的解释是*凡聚四
五十味药浑和之!使之正负相消!宽猛相济!

别出一总和之效$

#$

味鸿茅药酒!属于大方中的大方!国
家药监局批准的功能主治包括* 祛风除湿!

补气通络!舒筋活血!健脾温肾!适应风寒湿
痹!筋骨疼痛!肾亏腰酸!妇女气虚血亏++

这么广泛的治疗范围! 在所有药酒里面!鸿
茅药酒是独具一格$

#$

味鸿茅药酒又可以组成上百个
名方!喝一杯鸿茅药酒!就相当于喝了众
多名方的精华!多方协同!三焦!五脏!气
血!经络同步施治!数法相融!这样治病!

使人体气血活 "筋络通 "五脏调 !慢性疾
病则可逐步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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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与医素有不解之缘!

繁体(醫)字从(酉)!酉者酒
也$这是因为先祖们无意中食
用了发酵后的瓜果汁!发现了
它可以治疗一些虚寒腹痛之
类的疾病!从而让酒与原始医
疗活动结下了缘 &黄帝内经'

有(汤液醪论篇)!专门讨论用
药之道$所谓(汤液)即今之汤
煎剂!而(醪醴)者即药酒也$

古人对药酒的医疗作用已有

了较为深刻的认识$

鸿茅药酒通过
!"

味中
药的宠大组方!众药归一!以
酒为长! 互为君臣! 相互佐
使! 汇天地之精华! 天人合
一!整体治疗$ 酒助药行!药
借酒力$ 贯通三焦!多病一药
治!顽症从本治,贯通(上焦)!

心"脑"肺功能不全"血液循
环不畅引发的病症就会缓
解,贯通(中焦)!脾胃不调引
发的病症消失,贯通(下焦)$

气虚血亏" 肝肾功能减退引
发的疾病减轻$

!"

味药物循
环导药!实现三焦大贯通!五
藏调"经络通"气血活!真正
实现顽病治本!防治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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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见效快!当天喝一小杯!就能感觉到身体从里到外浑身发暖!气

血通畅!腿脚有劲"

二是效果明显! 一瓶没喝完!就发现原来的种种疾病已经得到了

改善!胸口开朗!气血通畅!风湿骨病带来的疼痛大大得到缓解!腿脚
又恢复了轻松利索!而且睡的好!吃得香!整个人都精神起来!肾虚肾
亏#气虚血亏的人脸色变得红润!精气#神十足$ 越喝状态越好$

三是持久治本! 鸿茅药酒以
!"

味中药组方!数方相融!协同施
治%通三焦#治五脏#舒经骨#温经络#强气血!这样标本兼治的大方
复治!一药治多病!使风湿骨病#肾虚肾亏#气虚血亏等多种慢性病
得到全面有效治疗"

!!!!!!

风湿骨关节疾病是一种全身性的系统性疾病!是由于受风"寒"湿邪导致的气血不和
经络不通!除了使关节发生红!肿!麻"胀"痛外!还会造成肾功能代谢异常!肝功能受损!心
脏功能的损害!以及肌肉"滑膜"韧带!皮肤结节"系统性的红斑狼疮等病$鸿茅药酒对风湿
骨病是全身性"系统性治疗!一改过去单一消炎"单一止痛"单一改善某种症状的治疗$ 鸿
茅药酒

!"

味大组方!全面治疗体现在它大中有小!方中有方!既有祛风除湿!舒经活络的
方剂!如豹骨"独活"羌活"秦艽等

#$

味,也有补益肝肾"调养脾胃"补气养血的方剂$ 它采
用酒剂特殊剂型!以酒导药!以酒溶药!在快速改善风湿骨关节病症的同时!全面调整肝"

脾胃功能!从而实现治病从本!系统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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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安堂"源安隆"永敬堂"大岛广"广益"各大连锁有售 海口#广安堂海秀路药品超市-

%&

城斜对面.源安隆药品超市望海楼店-望海楼大酒店首层.源安隆药品超市府城店-琼台书院对面.源安隆药品超市海

甸岛店-海甸三西路海大附近.源安隆药品超市金牛岭店-奥林匹克花园一楼.秀英上好药店
'

秀英小街
(

三亚#源安隆药品超市河西路店-佳人有约商场一
楼.源安隆药品超市解放路店

'

明珠广场对面
)

源安隆药品超市衍宏店-解放三路衍宏现代城一楼.源安隆药品超市胜利路店-华侨医院对面.长春药行-红旗街
*

号.永敬堂药业三亚藤桥店-海棠湾镇藤桥东溪管区
#+,

号.琼海#广益药品超市各

连锁 万宁#源安隆药品超市-人民路商业广场一楼.恩惠药品超市-光明南路
#!

号.兴隆镇创新药品超市
-

裕华商场对面
)

儋州# 广安堂儋州一药品超市-中兴大道.广安堂儋州二药品超市-人民大道
,$*

号.蓝光药店-老汽车站旁.大岛广药品超

市洋浦店-普瑞新天地商业城一楼.文昌#蓬莱药店-东风路.修正堂大药房-汽车站斜对面.永敬堂药业锦山店-锦山中学左侧.东方#广安堂东方药品超市-解放路
"

号华厦大厦一%二楼.源安隆药品超市东方店-东海路.爱民药店-邮政局对面.

黄振平药品超市-政法路肯德基对面.澄迈#源安隆药品超市-文化北路.广安堂澄迈金江药品超市-金江镇文化路一巷.屯昌#广安堂屯昌药品超市-昌盛路购物广场一楼.医药公司第九门市部-中心市场西门旁.定安#新科医药公司-江南二路中
段.临高#源安隆药品超市-跃进路西门市场对面.昌江#源安隆药品超市-矿建路.广安堂昌江药品超市-石碌镇人民北路.琼中#祥和药店-总工会对面.广昌隆药店-海榆中路.保亭#仁和堂药店-文明中路

**

号.乐东#大众药行-乐安路
$.#

号.

白沙#昌济药店-牙叉镇南路总工会楼下.五指山#源安隆药品超市-解放路商贸中心.广安堂五指山市榆亚路药品超市-海榆南路粮食局一楼.大岛广药品超市五指山店-解放路.陵水#万康园药店-富陵路.

咨询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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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一#$药效显著%对久治不愈的复杂疾病!尤其是同时身患各种
慢性疾病的患者显效更快$

理由二#$组方强大%

!"

味大组方!众多小方组成大方!方中有
方!组方强大!药力强劲$

理由三#$药力持久%

!"

味大组方!为稳定持久的药力作用做
强大后盾!有效治疗和控制各种慢性病$

理由四#$品牌知名%鸿茅药酒
#".

年历史!

$.

年来见证效果
和品质!历史久!老品牌!治多病!认准鸿茅药酒$诚招企划&客服若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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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少年暴打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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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迷上网游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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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瘾会引发多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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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

日 &网

游成瘾快看精神

科医生'报道引起

不小社会反响!很

多家长来电咨询

何为网络成瘾(日

常表现有哪些异

样(有什么好办法

来治疗(

针对上述疑

问!本报特意邀请

省安宁医院精神

科主任医师林展

做客本报!以接听

热线电话的方式!

为读者解疑答惑"

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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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下

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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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欣

O�«

郭晓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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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结婚

老婆
+

我又不是
"

岁

小孩
,

我天天给你玩哦
网民中以

!"

岁至
!%

岁的

青少年最多 !

以初# 高中男

生居多! 大学

生 网 瘾 率 达

&'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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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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