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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在海口国贸生生百货旁一幢居
民楼前!一美容院年轻女子与一中年妇女
为了"

!"#

# 在争个不休$弄得
$%&!

"'(

的送货员在旁边忙着陪笑脸$

年轻女子对送货员说%" 你们的电话太
难打!总是忙音!又不在我们门口设个专卖
店!真烦人$ &' 大姐!这三盒你就先让给我
吧$ 我这个霉菌性阴道炎!白带像豆渣!痒
得钻心透骨!恨不得用手进去抓几下$ 离子
银效果就是好! 我们这里张姐用了现在不
痒了!也没异味了$& 说着!她就开始掏钱要
递给送货员$

中年妇女说%" 都说(
!"'

) 好!我们
这一片小区好多人都在用! 经常看到马路
边上有丢弃用过的盒子$ 当时看到报纸上

介绍(
!"'

自然排病毒*治妇科病*免疫!

一气呵成) 时!我有点不相信$ 美国!
!"

'

" 排毒#治病$我信$一般的药物都可以$

但在所有妇科药品中$只有它才能形成! 免

疫抗体" 是不是在吹牛%稍有医学常识的人

都知道$女人隐私部位若能形成免疫抗体$

就不会担心细菌病毒的入侵$ 更能杜绝妇

科病的复发%

+ 小妹!不瞒你说!我得宫颈炎多年!白
带多!常伴有腰酸*下腹坠痛$ 因为在医院
治疗过!对此病的危害了解甚多!轻易不敢
乱用药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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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国际上尖端生物制
剂!安全性极高!治病又排毒!形成免疫抗
体是根本$ 为了考察这个产品的效果!我还
去了几次药店!的确像报纸上所说那样(

!"

个女人
#

个在选用
!"'

) $今天好不容易
打通咨询电话!让他们送来一疗程!你说我
该怎么办, #

看着两位都想及时用上 +

!"'

# 的
顾客!送货员从中调和说%+ 阿姨!因为你
们这一片没有药店!确实给你们带来了不
方便!今天!你先拿两盒!那一盒让给这位
小姐吧$ 我明天再忙!也会给你们送$ 阿
姨!你看行吗, # 同是女人!中年妇女也能
够理解年轻女子的心情!于是让给了她一
盒 $ 最后!她还叮嘱年轻女子说%+ 普通妇
科产品很容易破坏免疫平衡 ! 不要随意
用 !如果药品说明书- 成分. 中含有溶菌
酶*免疫识别分子那是最好/ #

妇科病好了)女人才放心
马女士是名中学老师 !平

时白带多 * 发黄 ! 有异味 !夫
妻生活后白带中夹血丝 !经常
腰酸 *小腹坠痛 !经检查患上
了中度宫颈糜烂 $听同事介绍
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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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
用完 !症状就全消失了 !去检
查 ! 宫颈糜烂完全修复好 !还
形成了宫阴免疫保护膜 $ +这
么好的药 !我可要告诉更多的姐妹们 $ #

!!"#$%& 女性私密花园

家人变得好兴奋
方小姐是我市一家旅行

社的导游! 长期带队外出!不
知何时搞得妇科病缠身 !尿
频*分泌物多*下身异味大!心
情烦躁!老公用怀疑的眼光看
着她 $ 姐姐送给她

"

盒
*%

+,"')

! 一个星期后原先
不舒服的症状全部消失$ 上周
六晚上! 在方小姐的暗示下!

老公与她重温+激情生活#$ 兴
奋过后的老公陶醉的说%+好久没有这样满足过了$ #

!*+

岁的李先生&

送给手术后的女友
女朋友都因我流产两次

了 !身体很虚 !我心里一直
蛮愧疚 $ 医生说 !流产后挂
水和吃药解决不了手术后
的创伤 $ 药店营业员说 !像
我 这 样 来 给 女 友 买

* %

&,"')

的人特别多 !只
需

"

盒即可修复受损的子
宫内膜 $我真希望把她的身
体调养得更好一点 !我们还想生个胖小子呢 0

!,,

岁的中学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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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首用"

,"'

&强效喷剂喷向会阴!立刻
感到清香缭绕!湿润11!

第二步&再推入+

,"'

#

#$

强效片后!一阵轻
麻*酥胀*气泡状跳动感持续

"%

分钟!直到溶解消失!

不需要担心滑出或污染内裤$

!&

小时内清清爽爽!干
干净净!炎症瘙痒在消失!快乐的感觉从此跑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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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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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际
上第一种具有排毒# 抗菌#

免疫#修复#缩阴#润滑#容
颜#男女同用'强效喷剂(#

安全九大功效合一的纯天
然产品! 一般使用

"'(

盒
即可形成免疫抗体$

-

#各种阴道炎#尿道炎#宫颈炎'糜烂(#盆腔炎#

子宫内膜炎#附件炎

.

#月经不调#人流#产后的护理

,

#阴道松弛#不洁性生活的交叉感染

/

#女性经期的洁身护理$男性包皮内炎症

0

#妇科病引起的面色晦暗#无华#色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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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老婆
从前的性感 *优雅 *高贵的气质
又重现了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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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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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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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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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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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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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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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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我阴道紧缩润滑!快感尤
如万只蚂蚁爬过

)

一阵又一阵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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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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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二疗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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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三疗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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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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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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在西安温国堡村村委会换届

选举中! 村委会委员的提名竟出

现了 "张惠妹#$"周华健%$"拉登%

等五花八门的怪名& 据悉!该事件

并非恶作剧!而是与贿选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