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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全国糖尿病健
康普及工程指定产品“洛唐萍片”（国药准字
Z20053721）上市 10 年，今年再次荣获此殊荣。
洛唐萍以其大中药组方、高品质、疗效好、低价
格赢得了广大糖尿病患者的信赖，目前全国服
用者已经近千万。患者吃了十多年的药，没有
哪个能在短时间内把血糖降到6mmol/l的，洛唐
萍做到了，最重要的是，血糖能一直平稳，“有效
还要买的起，洛唐萍价格低，减量后就吃一片，
买得起，才能治的起。”“真是没想到啊，吃了一
疗程的洛唐萍把我这顽固的血糖竟然降到了
6.8mmol/l，身上也不痒了，眼睛不干涩模糊了，
连多年的老便秘失眠都好多了，不愧是国家中
药保护品种，效果就是好。”“治理血液排四毒，
滋阴生津，全面治疗并发症。

医学研究表明：糖尿病患者的血液中存有
多种毒素，血液毒素在血液中就像“盅虫”，到处

流窜，还产生连锁反应：“脂毒”流窜到胰腺，导
致微血管硬化，造成胰腺β细胞脂中毒，损害到
一定程度，胰腺分泌胰岛素的能力下降，分泌出
来不合格胰岛素增多，血糖就会升高，产生“糖
毒”，糖毒导致代谢紊乱，循环出现障碍，就会使

“废物毒”出现和蓄积，这些毒素使机体产生疾
病，有了病就要吃药，就又带来“药毒”，毒素加
重病情，病情加重又促使毒素更多，形成恶性循
环。北京协和内分泌专家指出：洛唐萍片能清
除血液毒素（糖毒，脂毒，废物毒，药毒），血糖自
然下降，并发症得到改善，同时滋养胰腺，恢复
胰岛自身分泌胰岛素的功能，远离药物的伤害。

为了保障患者的利益，“洛唐萍”厂家广东尚
瑞和药业有限公司给消费者两大保障：一、保品
质，不伤害身体；二、疗效好，综合治疗全面康复。
全国患者可拔打400-692-0266咨询详情，有更
大惊喜。只要患者不满意，厂家无条件退货。

血糖平稳6.0 一天1片洛唐萍

心脏病有了特效药
——正式援助全国心脏病患者

服用同仁堂冠脉通

的心脏病患者，同仁堂都

给予放心的承诺，让患者

放心治疗！

据北京、上海两地首
批数万名同仁堂冠脉通
康复者冠状造影显示：血
管内堵塞完全消失，血管

通畅，血流正常，心肌细

胞恢复充盈、饱满，仿佛

换了一颗年轻、健康的心

脏一样，心脏跳动有序有

力，心脏病好了。

服用同仁堂冠脉通
第一阶段：心 肌 供 血 量

增加。胸闷、胸痛、心慌

气 短 及 乏 力 、心 悸 等 症

状 逐 渐 消 失 。 喘 气 顺

畅 ，胸 口 敞 亮 ，脑 袋 清

亮，手脚有力，不再易受

惊吓。

服用同仁堂冠脉通
第二阶段：打 通 全 身 血

脉，早搏、心房纤颤、心律

不齐、神疲乏力、睡觉不

踏 实 等 症 状 逐 渐 消 失 。

轻中度心脏病、心绞痛、

冠心病逐渐恢复。

服用同仁堂冠脉第
三阶段：适用于几年，甚

至几十年的心脏病、冠心

病以及心脑血管疾病，效

果显著。纯中药制剂，无

副作用，不易反复。

同仁堂，凡是提起中药，

许多人都不约而同会想到这

三个字。同仁堂（原名同仁堂

药室、同仁堂药铺）是乐显扬

创建于清朝康熙八年（公元

1669年）的一家药店。其服务

宗旨是“修和无人见，存心有

天知”。历经数代、载誉300余

年的同仁堂，以其传统、严谨

的制药工艺和显著疗效享誉

海内外。

百年同仁堂的心脏病治

疗 专 用 药 —— 国 药 准 字

Z12020199【同仁堂冠脉通】

纯中药制剂，无副作用，从

1949 年至今已经使无数心脏

病、冠心病患者康复，被称为

同仁堂的“镇店之宝”，并获

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现在，

应广大心脏病患者的需求，

同仁堂决定将同仁堂冠脉通

公开销售，援助全国心脏病

患者！
津药广审（文）第2015020028号

老字号秘方 心脏病摆脱终身用药

适用人群:心脏病、冠心病、心绞痛、
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心肌梗死、胸闷
气短、心慌、心衰、心脑血管疾病等。

全国免费邮寄，货到付款！

全国仅限 500 套
拨打全国报名咨询热线：

400-960-1677

大型救助活动

买10赠3
买20赠10

现价59
原价118

百年同仁堂

男神这个称呼代表着绝大多数女人对

他是可望不可及。相比男神受人追捧，剩

女一般会自怨自艾，觉得没有合适的人或

者没有人追。男神难追与否还有待商榷，

可以确定的是，剩女被剩下，个人因素占

大多数。所谓没有追不到的男神，只有不

上进的剩女。

男神和剩女有什么联系呢？表明的是

一种对感情的态度。对感情要积极主动，

勇敢追求，不要一直等待，爱在心口难

开，最后被剩下。

男性的神明或至尊，神话中的男性神

仙。例如古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中国古

代神话中的玉皇大帝等，是一些姑娘心中

不可逾越的代名词：在姑娘眼里，可望而

不可及的男人或者自己心目中类似于“白

马王子”一般存在感的同学、朋友或者认

识的人统称为男神。

男神的条件毋庸置疑，如果你的男神

在你面前，你敢对他表白吗？勇敢表达自

己的爱，也是对人生的一种珍惜。

所以，我们要对女人说，追求爱要大

胆大声，尤其剩女更要如此。不要害怕被

拒绝。恋爱就像找工作，找到工作的必要

条件就是投简历。投简历未必会有面试的

机会，如果不投简历，肯定不会有找到工

作的机会。你说是吗？所以说，看到合适

的职位，还是先投了简历再说吧。就算没

有得到，也比眼睁睁地看着机会溜走要

好。在感情上也要有找工作的这种冲劲，

一份好的感情好的婚姻，也是一辈子的事

业呢。

在确定目标和下定决心之后，接下来

是直接冲到他面前说“我爱你！”好不容

易下定决心，但是看到他身

边围着这么多莺莺燕燕，还

是有些七上八下。这时候，

有必要注意一些技巧哦。

在学习技巧之前，首先要注意，

淑女的矜持已经不适用了。好的男人

犹如唐僧肉，除非是你确定这个男人对

矜持这套非常受用，不然，还是使用步

步紧贴吧。

女人要矜持，你就out了。小心你的

矜持吓跑男人，让你无人问津，彻底变剩

女。剩女恋爱有技巧，白马王子还不是手

到擒来么，赶快行动吧。

1、装圣母好处简直多不胜数。
首先，男友就会开诚布公地和你说前

女友的状况，甚至吃饭什么都带你前往，

总比你查手机偷看聊天记录自己生气强，

第二，你心胸开阔，男生反而会自觉，不

是每一个前女友都能逆袭成功好吗！第

三，就算你们交手，你如此圣母，你暴打

了她一顿，有人信吗！

古人就很懂得维护这些，现代人反而

强调个性，不怎么重视了。不过，几千年

来，祖先的智慧结晶告诉我们，这些还是

很有必要的哟。

2、有人问“相亲鸡肋男怎么办？”
这要看鸡肋在哪里啦。要是心胸狭窄

抠门不愿意送你回家这类原则问题就别联

络了。有个姑娘说，遇见个家境人品都不

错的，就是长得不是我的菜没感觉怎么

办。

这种情况建议多给彼此一点时间相

处，一个男人善良有责任有教养等等，在

我看来都是比美貌更值得珍惜的优点。别

用“你不是我的那杯茶”这句话一下子就

把他给拒绝了，多点相处才能知道一个人

的真性情，到时候再下这个定论也不迟。

3、在KTV轮不到我坐他身边怎么办？
很好，KTV是个战场啊！老娘当年就

是在这里杀出了多少血路啊。位子被人家

抢光，如果他身边有你的女性好友，毫不

客气的坐在他和女性好友中间，对不起，

挤一下，我跟他讲件事。然后装模作样讲

完再回过头，刚才挤到你了吗，敬你一

杯，抱歉哦。就开始了。

4、有人问“哪里有好男人？”
姑娘们，蓝颜是不可能介绍可以交往

或者结婚的男孩子给你的，除非他想摆脱

你。男生介绍出来的基本都比他本人差。

他想把你吊着，享受你的好又不用负责，怎

会轻易拱手让出？真正靠谱的好男孩都由

有稳定男友的三观正常的闺蜜介绍，爱她

们吧！

5、他身边的都是我的竞争对手怎么办？
不要怕！约翰伍登说得好，比赛由谁

开始的不重要，由谁结束才重要。牢牢霸

住点歌的位置！网上麦霸的经历希望对你

们有用。他说，能帮我点一首陈奕迅的苦

瓜吗？我说啊？苦瓜。我说太吵听不见。

苦瓜！我说哎呀你过来说啦。然后他就坐

到我身边再也没走开。

6、什么是风情万种的女性肢体？
有个动作我研究了小半辈子，虽说也

是一个手指，但比一阳指厉害多了，就是

撩头发：右手食指翘一点轻掠额前头发配

合头往右歪一点，眼神低垂（左撇子自行

轴对称）。使用至今，从未降价，百分之

百好评。

此乃技术含量低易学会各种场合均可

使用的国民必杀技。这个真是值得学习和

收藏的哦。

7、他说我不是他喜欢的类型怎办。
这是个典型问题。你不是他最好的选

择，他现在也没有最好的选择，否则没空

和你暧昧。这种时候最适合谈人生理想装

懂事大方刷个……总之，趁虚而入，备胎

转正。只不过你会缺一个表白。

8、不要主动点菜。
女生点菜的坏处在哪里？第一感觉是

经常应酬的，第二是性格太强势的。如何

做到他点菜也能点到你喜欢的呢？男人一

定会问你有什么不吃，爱吃什么。这时候

可以直说，我喜欢吃茄子，听说这家的鲫

鱼汤很好喝呀。点评上说一定要尝尝白灼

虾呢。让男生点菜其实是满足他们潜在的

控制欲啊，亲！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在感情中经常会遇

到，不小心又会着了道的地方。要擒住男

人，开始相处的时候非常重要，等到手到

擒来了，随便都可以啦。所以哟，赶紧把

这些技巧学起来吧。看到心仪的男人呢，

把这些东西都使用在他身上啦，他还能跑

吗？ （欣然）

男神和剩女有什么联系呢？表明的是一种对感情的态度。对感情
要积极主动，勇敢追求，不要一直等待，爱在心口难开，最后被剩下。

你为何追不到男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