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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泄补肾! 著名男科大夫曹简告诉记者"方
向错了"部分男性龟头神经较脆弱"在前列腺炎#

手淫等外因刺激下极易分泌过敏酶 "令龟头异
常敏感#易兴奋勃起"连续抽动时容易射精形成
早泄$ 早泄是能勃起但时间短"病根是神经太脆
弱 "而补肾解决的却是无法勃起%阳痿病根是肾
虚 & 而国家批准脱敏根治早泄的却只有一
个'''仁青甘露锁龙液!该产品不需口服"不麻醉%

无肠胃刺激"安全%经济%可靠&

锁龙液的独特之处"是清晨给药"我国著名的
藏药民族医药研究中心的噶玛教授告诉记者"早
泄在藏医中属于夜病范畴"我们的锁龙液选在太
阳初升"男性体内阳气上升的清晨给药不仅符合

藏医夜病晨治的原则"效果也更佳& 治疗后令其

强韧永不分泌过敏酶!

!"#

分钟的一般早泄仅需

一个疗程"两盒#均可脱敏除根!让患者从此拥有

收放自如$随意控制的性持久力%前列腺型$手淫

型$衰老型$体质型等
!

$

#

分钟轻度早泄仅需一

疗程 &

$

盒#'

%

$

&

分钟的中度早泄仅需两疗程&

&

盒#均可深度脱敏除根% 目前海南地区均可办理
送 货 上 门 业 务 " 患 者 可 以 拨 打 早 泄 专 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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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定购)货到付款*&

健 康

关 注

青卫消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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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指定销售地址(海口市明珠广场一楼万芝大药行 惠祥药行)海府路
*

号* 秀英上好药店

/

小街菜市场对面
0

府城药材第二门市部)忠介路
#-

号* 府城中心药房)中山路
."

号* 文昌
蓬莱药店 定安新科药店 琼海医药中心商场

/

加祥街
*!

号* 万宁医药公司商场 陵水万康
园药店)富陵路* 五指山定通药行

!

解放路
"#

号
$

白沙医药公司第一门市部 屯昌医药公司
第一门市 儋州医药商场 医药公司药材第一门市部)大勇商场对面* 澄迈医药公司第一门
市部

/

解放路
*!-

号
1

昌江仁和药行 东方医药总公司门市部 三亚回生药店)红旗街
"2

号*

!"#$%&'

万芝药房!明珠广场一楼"惠祥药店!东湖东升楼一层"

()%

万康园药房!富陵路"

*+%

爱民药店!邮

电局对面"

,-%

仁和药行!公路局楼下"

./%

百年华康!市政府对面"

0&%

医药中心商场!加祥路"

12%

医药公司第

一门市部!解放路
%"

号"

34%

长春药行!红旗街
&

号"

56%

生生药店 !百佳汇对面"

7,%

蓬莱药店!东风路
'(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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瘊子#黑痣#扁平疣#汗管瘤#血管瘤等皮肤
赘生物"不但严重影响美观"而且部分皮肤赘生
物还容易恶变#癌变"危及健康& 用机械#激光等
传统方法进行治疗"不但价格昂贵"而且又无法
解决愈后留疤和复发等难题&

<=>

是由美国
)*+,

生物推出的最新一代
专治各种皮肤赘生物的新药" 它通过内含生物
活性成份

-./0

角质溶解酶"只针对角质进行溶
解# 使增生组织变性脱落" 而不会伤及正常皮
肤& 同时通过改善患处血液循环"使组织新生"

创口愈合"且不留疤痕&

<=>

的使用非常安全#便捷&

?="@AB#$

C="DE%$FGB$HIB$JKL$MKL$NO

P$QR$STU$VWXY$Z![\P$]^_

B$`abc\defg&

只需轻抹
#.&

次"即可治
愈& 并且无疼痛"愈后不留疤痕&

hijklm

( 使用
<=>

治疗各种皮肤
赘生物"安全便捷"不留疤& 豫卫健用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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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的心愿实现了(

)这些书就像一场及时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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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爱不释手(

)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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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安思源实验学校#孩子们如饥似渴地阅读本报送来的爱心图书$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刘孙谋 摄

!月"#日#海南
已经持续 $天的大
雨$ 东线高速路上#满载
%&&&多册图书的车辆在瓢
泼大雨中前往海南定安思
源实验学校$ 风雨阻挡不
了热诚与爱心#第"'个南
国阳光书库在风雨
中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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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安思源实验学校#海南口腔

医院的医护人员给学生们检查牙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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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阳光书库在定安思源实

验学校挂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