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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首条意外怀孕援助

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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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开通以来%受到了广

大市民的强烈关注& 海南中西医结合

医院不孕不育治疗中心$ 肝病治疗中

心'急慢性肝炎($妇科病治疗中心'宫

颈糜烂$附件炎$盆腔炎$尿道炎$阴道

炎($无痛人流中心$男性病治疗中心

'阳痿$早泄$性功能障碍$包皮过长($

耳鼻喉科'急慢性鼻炎$过敏性鼻炎$

鼻窦炎$鼻息肉($内科$儿科$胃肠科$

皮肤科等方面的专家将及时为读者解

答回复%并选取典型问题刊登& 由于未

见患者%专家答疑之内容仅供参考%不

做临床诊断% 如有异常请尽早到医院

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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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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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请问包皮有裂口%发痒%有豆腐渣分泌

物是什么原因%用什么药治好
-

男科专家焦家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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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老公说房事之后浑身乏力腰还

很疼%下身也会很痛就连上楼时后腰

都会觉的疼%需要做哪方面的检查吗)

男科专家焦家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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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秋#内外夹击$诱发前列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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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炎治疗五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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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消融技术$无创治疗前列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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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系感染又称尿路感染%是由于细菌侵入尿路而引起的& 由于上述症状多见于隐私部位%其感染途径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因此患

者常常不得已而讳疾忌医& 泌尿系统感染又被人们戏称为!隐私病"&

正是缘于
.

隐私病
.

的特殊性%患者往往存在较大的心理压力& 于是%市场上部分不法$不良医疗机构$药品生产企业%利用患者的!羞

涩"心理%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进行虚假广告宣传%误导患者购药就医%来自医药广告的投诉率长期居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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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患非淋菌性尿道炎有
"

年

啦%用了很多药但一直都没见到效

果%尿道口红肿并伴有脓性分泌物

排出%上个星期我开始服用!美乐

力"%效果非常好%现在已经没有分

泌物啦* 像我这样的患者还要服用

!美乐力"多长时间)

专家答疑"

非 淋
菌 性 尿 道
炎 一 般 是
支原体#衣
原 体 的 感
染$由于这

两种病原体相当顽固$ 再加上传统
药物杀菌能力有限% 确实很难彻底
将其全部杀灭$%瑞士美乐力& 最大
特点就是革命性的杀菌能力平均超
出了传统药物$一般服用

"/%

天$症
状即可消失$ 但彻底治疗则必须用
药

%

&

#$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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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尿频$

尿急$排尿无力%滴沥不尽%腰腹酸

痛%会阴不适%尿道隐痛%肛门瘙痒&

吃了很多药% 时好时坏% 就是不祛

根%你说像我这样用!美乐力"还能

治好吗)

专家答疑"

前列腺炎一般都属于复合感

染$平均每个患者至少同时有
'

种以上病原体感染$ 典型的如'

革兰阴性杆菌# 沙眼衣原体#解
脲支原体等$一般药物根本无法
治愈前列腺炎$即使有效也是暂
时的% %瑞士美乐力&则不同$其
独特的分子结构$ 分子量小$脂
溶性高$扩散性强$生物利用度
高$易进入前列腺组织$并保持
稳定的杀菌浓度%对于一般的前
列腺炎$只需

#

个疗程(

&

包)即
可解决$服用当天见效$尿频#尿
急#尿痛现象消失$排尿更加顺
畅% 顽固的可加服一疗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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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来我就怄气%我患生殖

器疱疹多年% 最初只是发生
"0#1

个成群的红色丘疹很快变成小水

疱%接着就变为脓胞%破溃后形成

大片的糜烂和溃疡% 疼痛难忍%自

己感觉难受%脾气也上来了%搞得

和家人$同事的关系都很紧张& 我

又不好意思医院%请问吃什么药能

彻底治愈这个病)

专家答疑"

我推荐你服用%瑞士美乐力&%

服用半个月$ 红色小疱就会消失
了$溃烂处也不再瘙痒了$重要的
是美乐力的定位杀毒功效能够持
久扫描$ 保证治愈后不会复发$这
也是治疗生殖器疱疹最为关键的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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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前%我就得了宫颈炎%身

体老流脓性白带% 还有明显的异

味& 上班时%总是提心吊担不敢往

人多的地方站& 这么多年来%吃的

喝的洗的擦的药都用遍了% 就是

不见好& 经朋友介绍%说原装进口

的%瑞士美乐力&治疗宫颈炎效果

不错%我想问问%我这种情况能不

能服用)

专家答疑"

你的宫颈炎拖了这么长时间$

应该比较严重了% 不过$ 不用担

心$只要坚持服用%瑞士美乐力&完
全可以治愈% 服用%瑞士美乐力&

2

个疗程$脓样白带就会稀薄了
3"

个
疗程后$ 异味就会消失$

&

个疗程
服用完$ 你的宫颈炎就会完全康
复%

%89'

"

年前%我得了宫颈炎%老流

脓性白带%还有明显的异味& 上班

时%总是提心吊担不敢往人多的地

方站& 吃的喝的洗的擦的药都用

遍了%就是不见好& 听说%瑞士美

乐力&治疗宫颈炎效果不错%请问%

我这种情况

能否服用)

专家答疑"

你的宫
颈炎拖了这
么长时间 $

应该比较严
重了% 只要

坚持服用%瑞士美乐力&就可以完
全治愈% 服用

#

个疗程$脓样白带
就会稀薄了

32

个疗程后$异味就会
消失$宫颈炎就会完全康复%

&:;'

我得盆腔炎多年了% 久治不

愈%曾使用过多种药品%或无效或

反复发作%苦恼异常%请问还有救

吗)

专家答疑"

盆腔炎反复发作是因为患者
在用药控制症状后$ 不再坚持治
疗$没有能够斩草除根%%瑞士美乐

力&能保证患者盆腔积液完全被吸
收和消除$彻底消除炎症#分解粘
连#消除牵扯痛$达到彻底治愈%坚
持服用

#02

个疗程即可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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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菌性! 非淋菌性 '支原体! 衣原体( 引起的尿道炎! 尿频!

尿急! 尿不净! 阴囊潮湿等急慢性前列腺炎! 膀胱炎! 肾盂肾炎! 睾

丸炎! 包皮炎! 龟头炎) 疱疹! 湿疣等男科疾病*

GE"#!

由支原体+ 衣原体! 霉菌性! 念球菌等引起的各种阴道炎! 盆

腔炎! 宫颈炎 '糜烂(! 子宫内膜炎! 附件炎等各种妇科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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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装进口,瑞士美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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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美乐力 &采用全
球独特的!粉状"剂型$口服
后直接吸收$

#1

分钟进入血
液%

"1

分钟内达到高峰浓
度% 一般泌尿性疾病$只需
一包$ 当天见效$ 尿频#尿
急 #尿痛现象消失 *严重只
需一疗程 (

&

包
4 $

天)$瘙
痒 #红肿 #疼痛现象逐渐消
失 $分泌物逐渐减少 $患者
完全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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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美乐力 &独有的
!生物溶菌素"$是普通药物
的

51

倍$超强的穿透力就像
穿甲弹一样$能快速穿透病

原体坚韧的表层$直达内核$

彻底杀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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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美乐力 &所含的
营养球蛋白$ 可以刺激体内
的血红蛋白#免疫球蛋白#

!

淋巴细胞等正常细胞的生
成$重新激活人体免疫系统$

配合药物全面完全杀灭泌尿
性疾病病原体$彻底除根#永
不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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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美乐力&

#55$

年
经由美国

678

认证$对人不
会产生任何毒性危害$孕妇#

儿童都可放心服用%

%原装进口,瑞士美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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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 -共和国报.报

道"%瑞士美乐力& 的问世$开
创了治疗泌尿性疾病的新纪
元$ 是目前世界上最优秀#最
安全的治疗泌尿性疾病的特
效新药)

!

瑞士-苏黎世报.消息"

全球首个 !细胞定位杀菌药
物 "&%瑞士美乐力 & 成功研
制$使久病难治的泌尿疾病患
者看到了康复的曙光*

!

美国 -纽约时报 .专版

报道"%瑞士美乐力& 于
#55$

年获美国
678

认证上市后 $

即可受到患者疯抢*

!

-中国医药报."

211'

年
%瑞士美乐力& 获得中国进口
药品注册证 (

9211'1##2

)$在
211'

&

211!

短短一年多时间
就治愈了大约

#'1

万泌尿患
者$并且无一例复发 $已成为
当前我国治疗泌尿性疾病见
效最快#疗效最好#治疗最彻
底的首选药物%

)

包一疗程'

*

天( 彻底防复发 进口药品注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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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贸大道中亚大厦
1"

铺面汇通大酒店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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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甸岛海康路桥达花园
&

号市医院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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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府路
#'2

号金鹿大厦首层五公祠对面(

©ª«¯£

'海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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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香樟林风情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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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心行动$ 第四讲预告

主题" 欲罢不能的本能+++性心理解析,

时间"

#1

月
#!

日即本周六
#'

#

11

+++

#!

#

11

,

地点" 海口市国贸路
2

号时代广场六楼大会议室,

主讲嘉宾" 海口经济学院心理学教授康乔$ 副教授

李丽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