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皮癣、皮炎、湿疹、瘙痒症、手足股癣等各类皮肤问题
请来明家老铺

百年老店值得信赖 得了皮肤病
瘙痒难忍、层层脱屑、红斑点点，结痂
流脓，折磨得您生不如死，钱没少花，
可是反复发作，久治不愈，传统治疗一
药治多病，明家老铺专症专方，针对性
强，不怕免费试，就怕您不来。明家老
铺百年秘方，不怕试，让您不花一分冤
枉钱。

先断痒再排毒 有皮肤问题的患
者有两怕：一怕钻心痒，二怕反复发
作。明家老铺独特方法：用后会感觉

皮肤是冒出丝丝凉气或渗出脓状液体
或是大量碎皮屑，这些都是体内毒素
被排出的表现。

适用于银屑病（牛皮癣）、皮炎、湿
疹、瘙痒症、手足股癣、灰指甲等人群。

敢于让您免费试用，目的有三个：
一是为了让您亲自体验效果，有效无
效，只有您亲自体验才知道；二是为了
取得口碑宣传，所谓真金不怕火炼，好
方不怕试验，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
不花您一分钱，让您免费试用，就是想

让您把亲身的体验，对您身边的亲朋
好友实话实说；三是为了让您不再花
一分冤枉钱，您会知道所谓有用的才
是硬道理，没用的再便宜也是浪费。

为服务广大有皮肤问题的人群，
特开展大型免费体验活动！走进明
家老铺，让您可以不花一分钱，体验
到传承400余年的陈氏独门绝技，活
动日期：11月28日~12月4日，名额
有限，望广大皮肤病患者速速报名，
前来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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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肩腰腿痛 就来明家老铺
冬季正骨正当时 传统配方祛病痛

紫清胶囊是以苦瓜提取物、苦
荞麦提取物、桑叶提取物、硬脂酸
镁为主要原材料精制而成的一款
降血糖产品，经临床试验证明，具
有辅助降血糖的保健功能。

紫清胶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局批准为国食健字G20140645，用
于消渴症引起的多食多饮多尿，四
肢无力等症，每天服用两次，每次3
粒，每 100g含总黄酮 560mg。适用
人群为血糖偏高者，不适宜人群为
少年儿童、孕妇、哺乳期妇女。血
糖高了不用怕，紫清胶囊有办法。

指定经销：心连心连锁公元药店
（人民公园对面）。电话：84856633

血糖高，
请用紫清胶囊

皮肤病大致分真菌性和非真菌性，
真菌性皮肤病为手足癣、体股癣、花斑
癣、头癣、鹅中疮等；非真菌性皮肤病为
银屑病（牛皮癣）、扁平苔癣、接触性皮
炎、神经性皮炎、湿疹、痤疮、鱼鳞病、硬
皮病等！

可雷乳膏是针对皮肤感染而研制

的一种新型制剂，外用涂抹可渗透皮肤
深层发挥作用，具有良好的溶解角质效
果，避免口服药物对肝脏、胃、肾等脏腑
器官的刺激和损伤，可雷乳膏抑菌止
痒，深受广大皮肤病患者的青睐！指定
经销：心连心连锁公元药店（人民公园对
面）。电话：84856633

可雷乳膏，还您健康肌肤

灰指甲是由皮肤癣菌、酵母菌和非
皮肤癣菌性丝状真菌引起的指（趾）甲
感染。

黄皮肤健甲液，天然萃取草木精
华，治疗灰指甲既安全又方便。使用
方法：把指甲浸泡温水中约 15~20分
钟。病甲变软（添加醋泡效果更好），
等干燥后，使用健甲液滴在病甲上，视

病甲严重程度，每天可多次使用，病甲
逐渐变白后，使用指甲锉将不规则坏
甲磨薄，磨甲周期为 2~4天一次，连续
用健甲液 30~60天左右，长出的指甲就
是健甲了。黄皮肤健甲液，贵州苗药研
究中心荣誉出品，江西报恩堂药业有
限公司生产。指定经销：心连心连锁公
元药店（人民公园对面）。电话：84856633

轻松祛除灰指甲 就用“健甲液”

眼袋、鱼尾纹、黑眼圈是遗传、年龄
以及过度疲劳等因素引发的。它的存
在影响到你的美丽、他的帅气！

红医堂蛋清紧致眼部精华液的主
要成分：水、甘油、丁二醇、硅氧烷三醇
藻酸酯、山梨酸、羟苯甲酸钠、咖啡因、
羟苯丙酯、燕麦（AVENA、SATIVA）肽，
丙二醇、芦荟提取物、棕榈酸乙基己酯、
丙烯酸纳/丙烯酰二甲基牛磺酸纳共聚
物、聚山梨醇酯-80、异十六烷、氢化聚

异丁烯，维生素E、卡波姆、三乙醇胺、
蛋清提取物、红没药醇、碘丙快醇丁基
氨甲酸酯、甲基异噻唑啉酮、乙二醇、香
精等。

用红医堂蛋清紧致眼部精华液，每
天早晚涂抹一次，轻轻拍揉 3~5分钟。
眼袋、鱼尾纹、黑眼圈渐渐淡化，双眸展
现电眼魅力。

指定经销：心连心连锁公元药店（人民
公园对面）。电话：84856633

用红医堂蛋清紧致眼部精华液
眼袋、鱼尾纹、黑眼圈不见啦

滴耳通是香港鼎济堂健康产业集
团科研组研发带头人周南昭教授依据
耳病发病的根源研发而成的。适用
于：耳部健康护理，靶向抑菌，修护，耳
背耳鸣、耳部噪音、耳道渗液、耳闷、耳
胀耳痛等耳部疾病。其功效是抑制耳
道病菌，提高血氧供给，营养安抚神

经，过滤噪音，改善听力，修护听力系
统。专家提醒：耳聋耳鸣患者按说明
使用，每日三次，将滴耳液滴到棉签
上，用棉签在外耳道内涂抹，严禁流入
内耳，过敏体质者忌用，有不良反应者
立即停用。指定经销：心连心连锁公元
药店（人民公园对面）。电话：84856633

怪！耳聋耳鸣一涂就灵

冬季来临，天气忽冷忽热，随着天
气变化，又到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最难
熬的时候，一旦脖子出现僵硬、酸胀、
关节酸痛、怕风、腰部疼痛、腿脚不便、
浑身骨关节不适请赶快来明家老铺，
我们不怕您来免费试，就怕您不来，您
来了明家老铺，今年冬季您就不用再
受骨病折磨了。

明家老铺祖训：16字正骨
传承400年长盛不衰的秘密

明家老铺手工膏依托张仲景《伤

寒杂病论》八纲八法，充分融合明家祖
传秘法，达到“舒筋通络、活血化灶、开
穴透骨、养髓固元”标本兼顾的目的。
这 16字也是明家老铺的祖训，是对每
一剂膏方，每一次贴敷的严格要求。

全国连锁明家老铺落户靖江，半
年多来深受广大颈肩腰腿痛朋友的信
赖。明氏正骨将祖传小三合康复法、
大三合康复法、六合康复法中的熥疗、
火疗、药敷、泥灸、盐敷、手工膏贴等秘
方，更加便捷化、大众化，给饱受颈肩
腰腿痛、风湿关节疼的人们带来健
康、带来幸福！

到过明家老铺的颈肩腰腿痛的
顾客都了解明家的“怪规矩”

那就是不先体验明家老铺手工膏
的效果，绝不卖任何产品给顾客。不是
固执，而是祖训在上，不可违背。明家老
铺的每一记膏方都遵循16字真言，要求
绝不糊弄顾客，针对不同的顾客一人一
方，必须膏到痛除。

顾客里也有嫌麻烦的，想方便，买

回去自己贴，但骨痛不明，情况不详，
手法不对，再好的膏方都有可能失去
本来的作用，那样顾客就会骂明家老
铺。前往明家老铺的朋友，都会先免
费试贴一下，满意以后才会开膏方。
再由专人1对1按周期、按古法给你用
膏。敢让风湿骨痛者免费体验，只因
为对于效果，我们充满信心。

敢让风湿骨痛者免费体验的膏方

明家老铺针对以下人群免费试、
免费贴: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
出、膨出、寒湿腰痛、颈腰椎骨质增生、
半月板损伤、足跟痛、急慢性扭挫伤、
腰肌劳损、滑膜炎、退行性骨关节炎、
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顽固性颈肩腰腿
痛。

地址：人民中路新跃桥南首 10
米，汽运大厦一楼，明家老铺店内（公
交线101路、206路、208路、212路、220
路、228路、253路到汽运大厦站点下
车）。

预约热线：82783033

随着人们生活压力的不断
增加，健康问题已成为一个日
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如失眠，
对于个人来说，既影响日常工
作，也影响到身体健康。失眠
导致白天工作无精打采，疲惫
不堪，胸闷心慌，烦躁不安、焦
虑，夜晚会感到翻来覆去睡不
着、睡不好，易惊醒，失眠者多盼
望能充足地睡上几个小时啊！

失眠，让您害怕夜幕降临；
失眠，让您害怕白天工作出错；

失眠，让您精神萎靡不振；失
眠，让您痛苦难熬。用美通宁
片，睡前服两片，轻松入睡，改
善睡眠为人体健康和机体恢复
提供必要条件。

美通宁愿您改善睡眠，还
你正常好睡眠，睡得好，睡得
香，提高生活质量，呵护身体健
康！

指定经销：心连心连锁公元
药店（人民公园对面）。

电话：84856633

失眠让您焦虑、烦燥
美通宁片还您健康好睡眠

卫食健字(1996)第057号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

郑州轩生堂
药业有限公司

每天2元 补出健康
优于市场价50% 现场购买免费磨粉

原产地保障 精挑细选 本色三七放心买

咨询热线：82783033 地址：人民中路新跃桥南首 10米，汽
运大厦一楼，明家老铺店内（公交线 101路、206路、208路、212
路、220路、228路、253路到汽运大厦站点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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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文山三七直供靖江

三七具有散瘀止血、消肿定痛之功效，对咯血、吐
血、便血、崩漏、外伤止血、胸腹刺痛、跌打肿痛有很好的
效果；三七有改善冠脉微循环，扩张血管，改善冠心病、供
氧不足、抗血栓、心跳过速过缓早搏的作用；三七还具有
抗疲劳、增强记忆力、保肝护肝、抗衰老抗氧化、降血压
降血脂降胆固醇之作用，是很好的免疫调节剂。

三七对心脑血管具有保护
作用，有“血管清道夫”的美名，
但是只有优质的真品文山三
七才有这样的效果。如今市
面上销售的部分三七粉有掺
假，还有部分三七因用滑石粉
和石蜡抛光打磨过，所以外皮
发亮。

据了解，经过抛光和打蜡的
大部分不是新三七，这些“三七”

表面有残留的滑石粉或食用蜡
等物质，长期食用这些物质会对
人体的健康造成危害。

主办方深入云南文山三七
种植基地带来品种齐全，质量有
保证的文山三七，并与种植户对
接，健康原味。自然本色，手工水
洗，营养充足，品质上乘，不打磨、
不打蜡，吃真三七，买好三七，到
明家老铺。

乳癖消贴膏是辽宁玉皇药业
有限公司荣誉出口的一款国药准
字号产品，准字号为 Z10960079。
能软坚散络、清热解毒、活血止
痛，用于乳癖气滞血瘀症，症见乳
房结块、胀痛、压迫痛；乳腺囊性
增生见上述症候者。

乳癖消贴膏是由木香、夏枯
草、赤芍、三七、鸡血藤、红花、牡
丹皮、海藻、昆布、连翘、玄参、天
花粉、薄公英、漏芦、鹿角等十多

味中药材精制配伍而成，本品为
淡黄绿色片状膏，气味芳香！

使用乳癖消贴膏前将患处洗
净，贴于患处，每日一次，简单、方
便、快捷、安全、可靠。你还在为乳
房刺痛、胀痛，有肿块而苦恼吗？请
用乳癖消贴膏，它让你远离困扰和
烦恼！

指定经销：心连心连锁公元药
店（人民公园对面）。

电话：84856633

乳房刺痛、胀痛、乳腺增生，
请用乳癖消贴膏

双色伊丽康是由沈阳富沃德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款女
性产品，获国家专利，专利号为
2010202652581。双色伊丽康适
用于阴道炎、宫颈炎、宫颈糜烂、
子宫内膜炎、盆腔炎、盆腔积液、
附件炎、卵巢炎、白带异常、瘙痒

疼痛、小便刺痛、小腹疼痛、阴道
干涩松弛、性冷淡、月经不调、痛
经等症。

双色伊丽康，抗菌止痒、护阴
排毒，修复生殖粘膜，解决妇科问
题！指定经销：心连心连锁公元药店
（人民公园对面）。电话：84856633

双色伊丽康，呵护女性健康

99黑发宝草本润黑露是广州
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根据傣族千
年古方，采用国际先进养发技术
研制而成的天然乌发固发珍品！

99黑发宝适用于中老年性白
发、少白头、头发干枯、分叉、断裂
等人群。其内含多种植物活性
精华特效成分，可迅速打开毛鳞
层，补充毛发所需黑色素，具有
黑发、固发、养发、生发、修复发
质、去屑止痒等多种功效！香味

清新，健康安全，白色香波型，方
便卫生，在洁净秀发的同时，黑
发、火局油、养护一次完成，使用
后秀发如天生一样浓密、乌黑，
光泽亮丽，使您重现青春的美丽
和自信。

99黑发宝草本润黑露让你洗
出柔顺光泽的天然黑发。

指定经销：心连心连锁公元药
店（人民公园对面）。

电话：84856633

99黑发宝：
洗发效果好白发变黑发养发又生发

另有天麻、铁皮石斛、玛卡、西洋参等营养滋补品直供靖江

金海马胶囊主要成分由海马
粉、马鞭、鹿鞭、冬虫夏草、人参、鹿
茸、灵芝、海龙、鳖甲、蛤蚧、杜仲、
锁阳、知母、补骨脂、天山雪莲、巴
戟天、红景天、牛膝、淫羊藿、肉丛
蓉、生地、熟地黄、枸杞子、黑蚂蚁、
活根草、藏红花等二十八味名贵中
药材配伍而成。

这些中药材对肾虚、早泄、腰
膝酸软、肢冷畏寒、失眠多梦、遗精
盗汗、性欲减退、性功能障碍以及
前列腺增生肥大、尿频、尿急、夜尿
频多、尿等待、尿滴沥等前列腺疾
病有着不错的调理和滋补作用。
由这些中药材配制而成的金海马
胶囊，其有效成分进入人体后能迅
速激活男性生理机能，改善局部微
循环，补充各种活性物质，修复受
损组织，使其恢复强劲活力。10盒
金海马胶囊配海马根肽 1瓶，内服
外用双效合一，效果更为显著。

指定经销：心连心连锁公元药店
（人民公园对面）。电话：84856633

金海马胶囊,
为男性健康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