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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咳喘患者 秋冬怎么熬
!

久咳不愈!痰浓稠不易吐出!气

喘!呼吸困难!晚上睡觉不能平卧"整

晚睡不好"出虚汗#$

!

顽固老咳喘痛苦折磨了多少

年"为什么还是反复发作%

!

消炎止咳药&西药&抗生素&激

素治咳喘的都用过" 还是摆脱不了咳

喘病的危害%

金老师是个老咳喘患者! 受咳喘
病折磨长达

!"

年之久!特别是一早一
晚咳得最严重! 还全身乏力" 这些年
来!服用了二羟丙茶碱片#蛤蚧定喘丸

等一些中西药!但是病情总是反复"

一个老咳喘病友向她推荐了生物
制剂黄金草!说它能补肾润肺!从脾#

肺#肾入手治疗咳喘病"他服用后效果
非常明显"金老师赶紧买了

!"

盒黄金
草!服用第

#

天!就感觉咳的次数少多
了!胸口也不那么难受了!第

!$

天!咳
出一堆黑褐色的浓痰!

!"

盒服用完!

完全不咳不喘了!生活过的别提多滋润"

老咳喘!老慢支反复发作

"肺里有毒#是元凶$

据相关调查数据表明! 支气管#

哮喘#慢性支气管炎 #等呼吸道疾病
严重危害着人类的健康!全世界每年
约有

!"

万人死于哮喘病" 我国有近
六千万人患有呼吸系统疾病" 权威专
家预计 !到

%"%"

后 !老慢支 #咳喘将
继心脏病#癌症之后成为人类第三大
杀手"

为什么老咳喘久治不愈! 难以断
根$ 国际著名的呼吸科教授廉斯特考
对肺部病理进行实验!惊讶的发现!肺
病患者的气管和肺部血管上都沉积着
厚厚的肺毒"

黄金草%%%老咳喘的克星

虫草历来是治疗咳喘的灵药"%本
草纲目拾遗&对冬虫夏草的记载说到'

冬虫夏草性温和! 补精髓! 此物保肺
气"现代医学研究证实!虫草中所含的
虫草菌丝体正是咳喘的(克星)"

东方之子生科院在祖国传统中医
基础上! 在世界上首次采用了虫草菌
丝体新工艺!研制出生物制剂黄金草"

它以蛹虫草为原料! 运用现代生物诱
导发酵工艺! 提炼出比普通虫草含量
高数倍的虫草菌丝体"

黄金草效果好 ! 又全面改写了
虫草昂贵的历史 ! 让普通老百姓也
用得起 ! 因此一经问世就受到了高
度评价"

生物学家李教授说' 黄金草虫草
菌丝体含量高! 是普通虫草的

!"

倍!

医用价值高!见效快" 在国外!很多咳
喘患者抢着服用!非常流行!服用过的
都夸效果神奇! 被知明专家誉为虫草
中的(黄金)"

详情咨询'

!"#"$%%&''%&'

张先生躺在白色的病床上! 看到
憔悴的妻子! 不禁泪流满面! 悔恨的
说'早年!为了打拼事业!经常抽烟#喝
酒!刚开始咽喉干痒#时而干呕!没有
放在心上!平常就吃点咽喉片"

这两年!事业蒸蒸日上!病却日益
加重!经常咳嗽到半夜!整夜睡不好!

还吐浓痰!胸闷!呼吸也不畅通" 前不
久咳得突然接不气!呼吸困难!嘴唇发
紫!还住进了医院!险些丢了命"

妻子在医院听到很多病友在讨论
一种叫生物制剂黄金草! 有的人说效
果很好!安全高效!不仅能止咳平喘!

还能补肾润肺! 连忙给他买了
!"

盒"

张先生才吃
#

天! 明显感到咳嗽次数
减少!痰也容易吐出" 吃完

!"

盒后!吐
了一堆浓痰!也不咳了!胸不闷#头不
晕#精神也好了" 到医院去复查!张先
生各项指标恢复正常!老慢支康复了"

海口&万芝药行*明珠广场一楼+

秀英上好医药商场*秀英小街菜市场+

三亚&长春药店*红旗街
$

号+

琼海&医药中心商场*加祥街
!%

号+

定安&新科药店*江南
%

路车站对面+

新科药店*塔岭见龙大道+

琼中&新康复药店*银工巷菜市场旁+

健民药材行*银工巷
$&

号+

文昌&蓬莱药店*东风路
'&

号+

澄迈&医药第一门市部*解放路
!%"

号+

东方&爱民药店*邮局对面+

保亭&仁和药店*文明中路
$$

号+

仁和大药房*红牡丹街市场门口+

儋州&医药商场*解放南
%!!

号+

乐东&银都药店*抱由镇桥南路
!"

号+

昌江&仁和药行*公路局楼下+

临高&陈康药店*公镇街
#$

号+

万宁&百年华康药店 *市政府对面 +

万城千济民康药店 *市政府对面 +

屯昌&药材公司成二门市部*新建三路+

年轻的时候烟抽得很凶!到老了!

成天咳嗽不止! 有的时候痰还总也吐
不干净" 抽烟的人都知道!喉咙里的痰
吐也吐不尽!一天到晚吭吭咳咳!脸色
暗黄!全身乏力!恶心胸闷!咳到半夜
睡不好! 吃什么止咳清咽药都没有效
果!而且药吃多了还头晕胸闷"

生物制剂黄金草给老烟民带来了
福音!据服用后的烟民朋友反映'吃黄
金草

#

天!咳嗽次数明显减少,

!"

天左
右!咳出黑痰!呼吸畅通,

!

疗程之后!

呼吸不再难受,

#

个疗程后! 咳喘全部
消失!胸不闷#头不晕#一身轻松爽得
很"

康复老慢支 生活更舒心

烟民咳又喘 洗肺吐黑痰
()*老烟民排肺毒"吐黑痰不咳嗽

年纪一大!什么毛病都有了!老慢
支也转成了支气管哮喘" 长期咳嗽不
止!晚上睡不好!还喘息不止" 时间长
了还总是心慌!头晕" 最让人不放心的
是!长期依赖各种抗生素!造成的副作
用不小!导致血压#血脂一路升高" 去
年十一孩子们回来了!一高兴!血压突

然升高了!头昏#恶心得不行"

听老病友说黄金草是生物制剂!

无副作用!我赶紧买了
%

个疗程!吃的
头天!晚上就不咳了!睡得香了,

!$

天
后!咳嗽次数少了!心不慌!

%

个疗程吃
完!哮喘病好了!头不晕!连血脂#血压
也稳了"

(咳了
(

年多了!去年冬天我吃了
香港东方之子生命安全科学院监制的
黄金草!我的老咳喘真的康复了!再也
不用穿背心了" )红旗三村的李爹爹一
脸喜悦的说"

去年穿过市面上卖的背心! 当时
穿了效果还可以!但没过

!

个月!我的
老咳喘又犯了!一次比一次咳得厉害!

咳到半夜!睡不好觉" 学医的侄女告诉
我!这外用的背心是治标不治本!过不

了多久又犯病! 还可能产生其它副作
用" 选用生物制剂黄金草!安全高效!

有效成份高出普通虫草的数倍"

我赶紧到指定药店买了十几盒 "

服用黄金草
(

天后! 咳得次数少了一
半!呼吸也轻松多了,大概服用

%

个多
月!西药停了!早晚都不咳了!也不吐
痰了!胸也不闷!呼吸特别畅快!晚上
也睡得香" 现在我都停了大半年了!老
毛病都没再犯!精神好得很"

哮喘不发 血压平稳

用了黄金草 远离咳喘病
***咳喘患者不再愁"今冬不用穿背心

小孩今年
!(

岁!从小到大身体差!

易感冒!咳嗽的时间长!不易康复" 邻居
老医生向我推荐生物制剂黄金草!无副
作用!小孩也能放心服用"

我赶紧给小孩买了
%

疗程!没想到
服用才

%

盒!小孩咳嗽减轻了!脸色好
了!

%

疗程服用完!小孩不咳了!晚上睡
得香!脸色红润!吃饭也比以前多了!免
疫力提高了!遇到天冷都不感冒了"

服用黄金草 秋冬不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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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至本月
!$

日!巴基斯坦

发生一连串恐怖袭击! 造成大量人员

伤亡" #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试图以

此向政府施加压力! 迫使安全部队停

止在巴西北部地区的军事行动%

分析认为!

&

月初
*

&巴基斯坦塔利

班运动$ 头目马哈苏德被无人机炸死

后! 巴军方在斯瓦特地区的军事行动

中取得阶段性胜利!使&巴基斯坦塔利

班运动$遭受重大打击% 然而不久!巴

塔利班就宣布哈基穆拉当选为该组织

的新领导人% 哈基穆拉作为新上任领

导人! 企图借为马哈苏德报仇来团结

巴塔利班各派!重整旗鼓!同时也想通

过几次有重大影响的行动来树立自己

的权威!打出自己的名声%

另一方面 !&巴基斯坦塔利班运

动$连续发动重大恐怖袭击!也是想表

明在马哈苏德被炸死后! 该组织已重

新聚集能量! 仍有能力对安全防范措

施严密的重要目标发动袭击! 使政府

不能不对其忌惮三分%

巴塔利班在挑战政府权威的同

时! 还想通过发动频繁袭击向政府施

压! 阻止军方对其盘踞多年的根据地

发起行动%塔利班
!"

日针对陆军总部

的袭击对军方是一种明显的挑衅行

为!也是一种羞辱%最近一连串的袭击

事件似乎把巴政府逼到墙角%

É

据新华社电
Ê

国 际

观 察 !"#$%&'()*+

!#

月
!$

日! 在巴联邦调查局大楼前! 一名拆弹专家试图解下绑在

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尸体上的炸弹% 新华社
'

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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