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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全国大学

英语四 ! 六级考试将于
$

月

!"

日举行" 海口一些大学生

反映 " 在他们积极复习准备

考试的时候 " 有人在社会上

推销四 ! 六级英语考试作弊

用的耳机 # 此举让学习积极

性受到很大打击$

学生问"

!""$

年 %南国

都市报 & 就这种考试作弊耳

机进行了曝光 " 为何事隔
%

年多 " 这种作弊的东西还在

考场横行" 没有禁止呢
&

''''!"#$

聂元剑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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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尿频 !尿疼 !尿等待 !尿失禁 !生理
功能障碍没吃一粒药竟然好了 "这是真的吗 #

我市的前列腺病患者悄悄在内裤上贴上一
种小药贴$舒舒服服就把病治好$身体也强健了%

-./ 01234

绝大多数患者在使用前列消贴的当天 $

会感到药力清爽地渗入体内 % 都赞叹不已 &

'真没想到呀 % 才
!

贴 $夜尿大大减少 $排尿变
顺畅 $太神奇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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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用过前列消贴的大多数海口朋友都普
遍反映 & '没想到 $前列腺炎 !前列腺肥大 $轻
松一贴 $没吃药就好了 % 能不高兴吗 # (

"!

岁的李老师&'我以前是司机$落下前列
腺增生的毛病$尿等待!尿频$乏力$一直遭罪%

自从贴了前列消贴$ 不仅这些症状都解决了 $

而且去医院做
#

超检查$ 以前最大值是
$%"

公
分的前列腺居然回缩$ 达到正常人

&%'

公分的
范围% 治标去根$身体好$人也精神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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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于应酬的
&!

岁孙经理感慨地说 &'得了
前列腺病 $遭罪啊 %贴了前列消 $那叫舒服 "喝

酒 !吸烟 !应酬 $再也不怕了 % 而且体能也增
强 $那种感觉真奇妙 " (

专家表明 &前列消贴之所以如此神奇 $是
因为通过穴位给药 $ 排出前列腺的腺毒 $前
列腺炎 ! 前列腺肥大才得以康复 % 因此患者
用 前 列
消 惊 喜
地 说 &

'排尿改
善 $体能
也 增 强

了 " (

经销地址!万芝药行)明珠广场一楼*

惠祥药行)海府路
(

号东升楼底*

源安隆药品超市)望海楼旁*

源安隆药品超市)府城琼台书院对面*

源安隆药品超市)海甸岛三西路教育局楼下
)

秀英上好药店)秀英小街市场*

省药材公司第二商场
*

得胜沙路
+(

号
)

升升药店)大路街
+(

号忠介路口对面*

儋州!蓝光药店)老车站旁*

三亚!保健堂)红旗街
(,

号*

澄迈! 医药第一门市部)解放路
(,'

号*

琼海!医药中心商场)加祥街
(,

号*

文昌!南山药行)孔庙对面*

屯昌!药材公司成二门市部)新建三路
(,

号*

昌江!仁和药行)公路局楼下*

临高!康力药店)新镇路
-.

号明珠酒店斜对面*

志明药店)西门市场对面*

陵水!万康园药店)富陵街*

定安!新科药店)江南二路车站对面*

万宁!万城千济民康药店 )市政府斜对面 *

百年华康药店
东方!爱民药店)邮局对面*

保亭!仁和堂参茸药店)水果街对面*

乐东!银都药店)万佳汇旁*

五指山!康力药行
琼中!祥和药行)菜市场总工会对面*

白沙!昌剂药店)牙叉北路信工会楼下*

宝参坊药店!阳江农场部对面
$+

号
宝参坊药店!东山镇解放路

/"

号
宝参坊药店!洋浦五街
宝参坊药店!海口秀英业里村
宝参坊药店!澄迈金江分店)立新路*

宝参坊药店!文昌车站对面
宝参坊药店!文昌翁田镇新二区
宝参坊药店!南坤镇南中街

."

号
藏卫健用宣字'

,001

(

0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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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药物治疗或手术"仍

反复发作的前列腺病患者)

,%

急!慢性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

'肥大(所致的尿急!尿频!尿不

净!尿等待!尿后滴沥"夜尿多!

排尿无力" 尿疼! 阴囊会阴红

肿!疼痛!坠胀!潮湿者)

+%

阳痿!

早泄!滑精!性障碍者)

/%

司机!

办公室等久坐工作者" 出现尿

频!尿急!阴囊潮湿!小腹坠胀

者"应该常备前列消"

(

贴见效$

前列消贴

抢"

!

疗期省
"###

多元 康复装热销

身体感觉明显有精神

前列消贴#真有效"

才 "贴 夜尿就减少了 !次
李先生

+2

岁$患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

乏力!饮酒后加重%早泄$晚上起夜
"

!

1

趟$睡不
好$真折腾人% 前列腺常规&白细胞)

333

*卵磷
脂小体)

3

*% 多次使用药物治疗$大剂量使用抗
生素$均没有完全治好$还花了好多冤枉钱%

用前列消贴$ 才
(

贴起夜次数减少了一半$

/

个疗期后前列腺
康复$排尿轻松% 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停用一年至今没再犯%

消除前列腺炎 开车更稳了
原来整天小腹部有着隐隐的胀痛感$有尿意$

但尿不尽$次数又多$阴囊潮湿% 开车时间一长$大
腿根部就疼% 天天夹着尿开车$心里真不是滋味%

单位医院的孙医生$ 他建议我使用回阳前
列消贴$效果非常好% 于是我买了

/

个疗期的前
列消贴$

"

天后$我的所有不适症状全面缓解% 贴完后$一检查真
的全好了$而且上个月$我还被评为

(0

佳优秀司机呢"

前列腺肥大完全好 $%岁宝刀不老
李教授 患前列腺增生

(0

年$ 排尿麻
烦% 每次小便需等待好几分钟$尿不尽$夜
尿

(0

多趟!滴滴嗒嗒$常常撒在裤子上% 白
天每隔半小时就得小便一次$痛苦不堪%尖
端治疗仪试过了$没解决问题$传统药物吃
坏了胃和肝%使用回阳前列消贴$不到

(

个
月$症状有所减轻$腰背部酸疼$尿频!尿急的毛病也好了% 继
续使用$

/

个月后已经康复% 都
-+

岁的人了$居然宝刀不老%

售货员发现& 来买前列消贴的熟脸越
来越多$ 前天买

(

疗期的都回来补齐
/

疗
期了% 据了解$本次活动特别推出的

/

疗期
康复套装成了抢手货% 原因在于&康复套装
优惠力度最大$算下来能省

(000

多元% 另
外一个原因$临床用药表明$

/

疗期是最科学!合理的康复用
量%再加上厂家承诺的实实在在的无效就回收政策$给广大患
者吃了一颗定心丸%

国家专利$信的着%

前列腺奇贴 %个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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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手术"不吃药#尿频"尿急"尿不净"生理障碍$)贴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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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人详解作弊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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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弊耳机仅米粒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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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问! *作弊耳机多少钱+,

妇女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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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问-*传送答案需多少钱+ ,

妇女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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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查处 出售人转移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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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 本报以

%暗访海大- 考试作弊偷听器只有米

粒那么大& 的文章" 报道了记者通

过海大校园内广告联系电话" 与出

售四. 六级英语考试答案的人进行

联系" 暗访了使用作弊器考试作弊

的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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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作弊器的妇女现场演示了整个作弊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