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0.1 234

!

"

都说我是个幸福的男人!

我也一直这么认为! 虽然曾经
因为乙肝失去许多! 但也因为
乙肝结识了我现在当护士的妻
子"

一年前!社区医生例行为
住户检查身体!就是在这次检
查中!我发现自己得了乙肝大
三阳" 我不信# 居委会主任就
让我去大医院再检查检查" 当
日下午!我去了趟省人民医院!

检查结果$戴小军!乙肝大三
阳%接过化验单!我晕了"此后!

在小区里!好多人都离我远远
的!他们怕我把病毒传染给他
们&公司里的同事也对我敬而
远之!不和我说话% 可以说!我
成了最最孤独的人了!生活也
因此黯淡无光%

有一天!我上网找朋友聊
天!无意中碰见她!一个网名叫
'白衣护士( 的天使般的女人%

听说我患了乙肝!她让我给他
小区地址%两天后!我收到了她
寄来的一包礼物!是六个疗程
的)珍珠草(" 我照着药单服用

一个疗程后! 感觉肝区没那么
疼痛!身体有力气了!饭量也增
加了&两个疗程后!我头晕*乏
力*厌食的症状完全消失"进入
第五个疗程时! 我在网上又遇
见了她" 她说+不用六个疗程!

你的病准好(" 一个月后!我的
病真的好了"

现在! 这个帮助我脱离病
痛的女人已成了我的妻子" 每
每说起那段患病的日子! 她就
笑" 我知道!因为正是+珍珠草(

给我们带来了这份美丽的情缘"

!

戴小军
!三亚人"男 "

!!

岁#

三年前! 一个朋友得了乙肝由
于没能治好! 最后离开了我" 那段
时间! 我睁眼闭眼都是他的影子!

满脑子晃来晃去的都是他那疼痛难
忍的样子" 三年后! 真没想到这样
的病痛也来到了自己身上! 每天每
天! 我都盼着有新的奇迹出现! 希
望能找到一种药! 彻底地治好的我
的乙肝病" 说真的! 我真的不想像
那位朋友一样在病痛中死去"

从去年底患上乙肝开始! 我
和我的家人都十分焦急! 工作受到
了影响! 生活也变得暗无天日! 我

只有四处寻方问药! 但不管怎么努
力! 我的身体一点都没有好起来"

直到 +珍珠草( 的出现! 它可是我
的 +希望之星(! 正是它给了我活
下去的勇气和信心,

元宵节前一天! 有个在海口
读书的同学给我打电话! 说是从报
纸上看到了一种名叫 +珍珠草乙肝
舒康胶囊( 的治肝药! 于是帮我买
了三个疗程的药托人给我带了回
来% 刚刚服用一两天! 身体没什么
明显感觉! 服用了一个疗程后! 奇
迹终于出现了$ 身子有劲! 饭量大

增! 肝区的疼痛竟然消失了% 服用
两个疗程后! 我已经不再感到乏
力! 到医院检查! 转氨酶数值降
低! 小便已变得清澈% 三个疗程
后! 去医院检查! 医生说$ +你的
肝纤维化进程减慢! 肝功能逐渐在
恢复( 我听了特高兴%

上一周! 我来海口出差! 顺
便到省人民医院又检查了一次!

院里的医生也说我的病已痊愈了%

走出省人民医院大门的那一刻!

我真想对着天空大声喊 +珍珠
草! 你是我的希望之星(,

!

赵纤纤
!文昌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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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得了肝炎就等于被锁进一个黑暗的囚笼!即便你再怎么挣扎再怎么呼喊!整个世界似乎变得死气沉沉!无法找到一丝亮光%可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我们却发现了
一个令人瞩目的奇迹!随着+珍珠草乙肝舒康胶囊(在海南市场上市!八闽肝炎患者从中看到了希望!找回了曾经丢失的欢乐*憧憬*真诚*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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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草乙肝舒康胶囊(按照中医+君*

臣*佐*使(的组方原则!又参照西医对慢性乙
肝病理机制的认识! 以整体医学的原则进行
组方!显示出+调节免疫*抗病毒*改善肝功
能*抗肝纤维化(的综合治疗效应/ 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科技司司长张瑞祥教授说$+珍珠草
乙肝舒康胶囊组方合理!配伍得当!既符合中
医传统的组方法度! 又符合现代医学治疗乙
肝的原则!在临床上取得了很好的疗效!是值

得向广大乙肝患者推荐的治疗乙肝的世纪新
药" (

! .$%&'/0+123

+珍珠草乙肝舒康胶囊(运用不同的化学
方法或

$%&

冷淬提炼法提取的多味复方中
药的有效成分!纯度达到

##'

!药物体积小*

药力强!比传统的中药汤剂*散剂*丸剂药力
强数百倍"与此同时!它还不同于某些中药胶
囊!将中药原药用粉碎机粉碎过筛所得的中
药生药粉末装为胶囊的方法! 虽然它胶囊表

面不光滑!但药力强劲!有效!持久"

! .$%&'45.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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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草乙肝舒康胶囊(在研制过程中!

做过严格的动物试验!包括急性毒理*慢性毒
理及致畸试验!确保了用药的安全性"此外!在
动物试验的基础上! 又经过了全国多家著名
的医院按照循证医学的原则进行大样本*多
中心*随机双盲及组织学对照研究!进行

!(

"

期临床试验!确保了用药的有效性"

中国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 *

北京东直门医院 * 北京地坛医
院*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等全
国八大医院临床观察显示!有了
+珍珠草乙肝舒胶囊(!三步六疗
程就能消灭乙肝病"

第一步$迅速改善乙肝症状%

短则三天长则三周"迅速改善厌

食 &乏力 &腹胀 &肝区疼痛等症
状"直至完全消失' 服用

&

周后
皮肤黄疸减轻 " 一个月明显好
转"

")!

疗程黄疸消失(

第二步!祛除乙肝病毒%服用
")!

疗程使病毒复制减轻并趋
向停止)

&)*

疗程使病毒传染降
低"病毒含量下降)

!)+

疗程"转

氨酶即可恢复正常"

,

抗原及表
面抗原等检测将转阴(

第三步!逆转治疗肝纤维化%

服用
")!

疗程肝纤维化进程减
轻并趋向停止)

&)*

疗程肝纤维
化进程停止"肝硬化患者肝功能
开始恢复 "新生肝细胞大量出
现 "患者踏上康复之路 (

"市内一疗程起免费送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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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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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患者长期遵照西医医生
的医嘱服用 +拉米呋啶(*+干扰
素(以治疗乙肝!不仅未收到根治
的效果!还花费了大量钱财!这就
使得患者十分痛苦和困惑"

由于 +拉米呋啶(*+干扰素(

等药物容易促使病毒基因的变
异! 或因不是适应证而产生严重
的副作用!而+珍珠草乙肝舒康胶
囊(临床实践证明!该药通过调节
自身免疫功能达到清除病毒的目

的! 故对过去应用 +拉米呋啶(*

+干扰素(无效或因病毒变异而病
情反弹的患者同样有效"此外!珍
珠草乙肝舒康胶囊是唯一具有
+驱毒软肝*双效同治(的新药!对
肝纤维化 * 肝硬化有着确切的
疗效 ! 治疗过程中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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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

呈下降趋势 ! 还表现为脾
脏体积缩小 !门静脉 *脾门静脉
缩小 &肝功改善 !包括白蛋白 *

白球比上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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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草%同样适用于

国药准字
/0,,012+0

陕药广审 0文1

0++3+1+3+4

! !

循症医学最新研究证明 !

在现有的中药中!只有珍珠草*

猪苓多糖* 苦参碱* 甘草类制
剂* 丹叁制剂等对肝类病毒有
效!而其中+珍珠草(是最好*最
有效的治肝中草药%

当代肝炎专著 2病毒性肝
炎3 介绍了国内外用珍珠草治
乙肝的可喜进展 0第

3

篇第
"4

章第
*

节1! 珍珠草独有的
52

活性因子可以有效抑制乙肝病
毒

612

的逆转!从而阻断病毒
复制& 同时也可作用于肝病变
处的网状纤维节点! 有效阻断
网状纤维和结缔组织的增生 *

沉积*延展从而逆转肝纤维化4

由珍珠草*白花蛇舌草*虎
杖*丹参 *黄芪 *首乌

+

味中药
组成的+珍珠草乙肝舒康胶囊(

是目前国际上惟一既高效祛毒
0消失1 又速效软肝的药物!对
急慢性乙肝*肝纤维化*肝硬化
等具有理想疗效!转明率高*抗
纤维化好! 治愈率远远高于同
类产品!且无任何毒副反应% 上
市以来!使无数患者康复% 难怪
在肝炎患者中流行着这样的顺
口溜$+要想乙肝好! 请用珍珠
草!一服六疗程!幸福就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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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年
&

月
&7

日!2人民日报3在国内要闻版刊登
了一条消息$秦岭经王山一带的药用植物珍珠草的提
取物对乙肝及肝纤维化和肝硬化具有理想的治疗作
用!我国科学家已研制出治疗乙肝新药+珍珠草乙肝
舒康胶囊(%

随后!2光明日报3*2新华社每日电讯 3*2科技日
报3*2中国医药报3等权威报纸都报道了有关+珍珠
草乙肝舒康胶囊(问世的消息%

&77*

年
+

月
3

日!中央电视台首次在新闻联播和
新闻频道+整点新闻(栏目中!对珍珠草治疗乙肝进
行了长达

"

分钟的报道!轰动了新闻界和医学界%

!太夸张了吧" 怎么能把开会睡觉的

图片放到宣传栏里" 这样影响也太不好了

吧#$% 去年
!"

月
"#

日一早" 位于翠湖

南路的云南科普画廊里的一组宣传画引起

了很多市民围观&

头天! 开会照片有人闭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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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宣传栏里的图片 之后宣传栏里的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