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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医研究院北京协和医院!天津市人民医院等数

十家大医院对
!

万多例肠道病患者临床验证"

NO !" PQ

清除肠表面毒素 ! 腹痛明显减
轻 !腹泻 "粘液脓血便次数明显减少 #

NO #$%R

有层次修复受损肠粘膜"降解致病菌
毒素表面神经氨基元酶"阻断致病菌复制"腹痛"腹泻"

腹胀消失!大便形状基本恢复正常$

NO &$! STU

完全修复受损肠黏膜%

!

线检查
溃疡面已经愈合!顽固性腹痛"腹胀"腹泻消失"黏液脓
血便消失! 完全恢复肠道抗病力彻底摆脱肠炎的困扰!

体重增加!肠道恢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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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

年出现腹泻" 腹胀"

肠鸣等症状的!总以为是小事!吃点
消炎药就能止住$ 一晃

&'

年吃药"

打针!钱花了不少!病却一直反反复
复$今年症状越来越严重!腹泻一天
(

"

)

次 !还夹有白粘液 !饭量大减 !

说话有气无力!体质越来越差!一个
月体重居然下降了

**

斤$看到这病
把人折腾成这样!去医院作了肠镜!

诊断为结肠炎!为了学校正常工作!

校领导做工作提前离休$

后来看到报纸上关于
!'(

$%&)*

的报道 !心想 !是具有
+,'

年历史的国际品牌同仁堂所
生产的药 !绝对不同于一般小厂 $

加之葶苈草作为同仁堂王牌名

药!效果肯定不错$ 赶紧去指定药
店买了一个疗程$ 刚服完一盒!感
觉没 什么变化 !后来咨询了专家 !

专家说我病史长 ! 以前吃的药也
比较多 ! 药物发挥作用需要一个
过程 ! 一个疗程左右就会有明显
的改善 $ 果然服用到第

(

盒的时
候 !奇迹出现了 !大便减少到一天
-.&

次!白粘液没有了 $ 两个疗程
用完 !感觉什么毛病都没有了 !精
神也好多了 !吃什么都香 !感觉人
一夜间年轻了二十岁 ! 至今两年
多了!还从没犯过$

!"($%+

真是好药 !我信仰佛教 !掏心窝子
的话 ! 结肠炎病友建议用

!,#

$%&

一定能治好 $

!")*+,-+.-/0123

������������.��

#456789':;

B\PB3P(8Ph8 #' 

!!!!!!!!

沈先生今年
)+

岁! 见到笔者来访
高兴地说& '多亏了

!,#$%&

颗
粒! 我吃了

+

个疗程! 治好了我
+,

年
的结肠炎$(

不爱多讲话的沈先生! 这次总算开
了话匣& '我年轻时就患有结肠炎! 睡
的正香时! 常被腹胀% 腹痛折腾醒! 衣
服都来不及穿好! 就得往厕所跑! 一天
要上

/

%

(

次# 尤其是冬天! 一天不换
内裤! 浑身一股臭味! 连妻子都不愿跟
我在一起#( 面对笔者惊讶的目光! 沈
先生忙解释道& '我不是没治疗! 吃的
药可装几麻袋! 有一年就花掉了二三
千! 总是反反复复! 断不了根# 那个时
候! 我几乎失去了治疗的信心! 也有过

离婚的念头# 幸运的是去年
-,

月看到
报纸登有中国医学研究院成功研制! 国
家纯中药保护品种的国家级新药)))

$

%&)*

的介绍
0

与我的症状特别相似!

决定试试# 说实话这个药要不是同仁堂
著名厂家独家生产* 要不是中华医学会
消化科防治中心重点推荐专治结肠炎"

肠炎的最高标准! 没有不良反应* 要不
是这个药敢做到无效退货! 我不可能一
下子就买

+

个疗程$ 服用前三天! 肚子
里翻江倒海似的! 一次恨不得把所有的
大便全排出来$ 后来才知道! 这正是药
物发挥作用后迅速冲脱肠粘膜上的粘液
脓血" 结痂" 溶菌酶" 毒素" 坏死组织
等炎症垃圾! 给糜烂" 坏死的肠粘膜彻

底洗次澡! 当天感到腹胀" 腹痛明显减
轻$ 七天后! 所有的胀痛消失! 腹泻次
数减少到每日

-1&

次$ 不到一个月! 就
开始排出香蕉状" 干燥的大便! 而且人
精神多了! 食欲大增! 遇到这么好的
药! 平生还是第一次! 我坚持服完了

+

个疗程! 现在能吃" 能喝" 能干了($

在一旁的老伴忙插上嘴& '老头子! 你
以为你真是棒小伙++++++$( 逗得大家
一阵大笑$

临走时! 沈先生反复叮嘱笔者! 要
多宣传象

!,#$%&

这样大厂家生产
的好品质" 好疗效的产品$ 在当今眼花
缭乱的广告宣传中! 避免误导消费者!

错过服用
!,#$%&

治疗的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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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在指定药店购买葶苈草

'

盒!送
(

盒!服完
)

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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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省技术学校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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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原新华社副社长#资料图片$

曾担任新华社副社长

的李普在!财经"第*2期上

撰文回忆说#!开国大典"

那条新闻是他采写的$ 关

于这条新闻采写的过程#

他已经回忆过许多次了$

这次# 他想讲讲过去没想

到或者没说过的$

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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