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痦痦子子 瘊瘊子子 扁扁平平疣疣 肉肉赘赘 老老年年斑斑
五妙水仙膏 一抹就掉 不留疤 不复发

瘊子、扁平疣等由人类乳头瘤病毒引起，不仅

自身传染、传染家人和朋友，还有恶变的危险。

福邦“五妙水仙膏”(国药准字Z32020217)是著

名皮肤病权威周达春教授独创的外用良药。专治各

种疣、痣、汗管瘤、老年斑、肉赘、血管瘤、结节性痒

疹、带状疱疹、鸡眼、毛囊炎、疖、痈等多种皮肤顽

症。30分钟内只需抹药2到5次即可结束治疗，一次

根除不留疤，安全方便，是祛痣除疣的最佳选择！

●服务热线：400 002 7337
●销售热线：0535-7050508
●销售地址：芝罘区华医堂大药房(汽车站售票厅西临)；

海城平民大药房（三站宾馆北100米）；开发区春天大药房

(黄山路振华商厦北30米)；福山伟尔大药房、福山同泰；莱

山万光诚润超市二楼；牟平卫建堂；龙口：贞兰药店；蓬

莱：百草大药房；莱阳：爱心大药房；黄城：贞兰药店。

国际新一代前列腺特效产品研制成功

前列腺患者请注意
【美国前列腺康复仪】1000名患者百元康复大救助

最新资讯：
国家“十二五”重点攻关项目，由我前列

腺病研究中心与美国美国pulaip公司合作，利
用基因工程技术研制的前列腺新产品———

【前列腺康复仪】近日临床获得成功，据悉，
【前列腺康复仪】在美国进行了数十万人的
大规模临床试验。

为了研制美国前列腺康复仪针对各种前
列腺疾病确切功效，厂家特拿出1000万元产
品，免费向全国万名前列腺患者进行发放，目
的只有一个就是通过前列腺患者的亲身验
证，来反馈美国【前列腺康复仪】真实功效。

目前，免费发放活动已在全国各大城市
火热展开，只要患者马上动手拨打6047883报
名登记，均可低价领取1台市场零售价898元
的美国前列腺仪器一台。

产品介绍：

美国【前列腺康复仪】
轻松搬走男人三座大山
美国前列腺康复仪是由美国pulaip公司

联合中国多家医疗机构，模拟中国传统针灸
及推拿原理，采用高频脉冲射束将针灸及穴
位方程式储存于电脑晶片，由晶片控制全自
动操作，以每分三千次频率模拟3000根中医
针灸及按摩，利用高频极强的穿透力刺激前
列腺穴位：腹部中极、关元、气海、下脘、中脘
等穴，使腺管强列收缩、扩张，排出管内微生
物及黄毒脓栓，加速血液循环，消除充血及
炎症。同时还有效刺激神经末梢网，疏通经
络，激活性性功能神经网兴奋，加速血液循
环，排除腺体内脓毒。不管你是前列腺炎多
严重，也不管你的病程有多长，只要坚持使
用美国【前列腺治疗仪】，就能彻底改善尿
频、尿急、尿等待、夜尿频多以及阴囊潮湿、
腹部胀痛，还有性功能障碍等男性疾患，轻
松搬走男人头上的三座大山，让男性恢复激
情生活。

美国前列腺仪器临床验证：
当天，小腹热舒张感，丹田处起初胀满，

直达会阴部，胀痛减轻，尿频减轻；
10天，前列腺得到疏通，膀胱眼力减轻，

会阴肛门处胀满感消失，排尿变得更加顺畅；
20天左右，排尿量增加，尿液混浊，炎症

不适症状减轻。
40天左右，症状持续减轻，功效得到巩

固，排毒更加彻底，前列腺得到修养，组织细
胞自我修复加快，增生肥大组织回缩，尿路
更加通畅；

再续使用20-40天，非生理退行性症状
患者可全面康复，有效改善甚至提高前列腺
正常功能。

适宜低价领取人群:
1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肥大人群
2尿频尿急、尿痛、尿等待、夜尿多人群
3小腹胀痛、阴茎睾丸坠胀、肛周不
适、阴囊潮湿等人群
4男性功能障碍、阳痿、早泄、夫妻生
活不满意人群。
5四肢困乏无力、腰部酸软、精力不
够、体力透支人群

美国【前列腺康复仪】百元前列腺康复
工程由于此次免费发放功效验证数量有
限，时间较短，还望广大前列腺患者抓紧时
间领取,

市场价：898元/台
救助领取价：198元/台
(包括运输物流、及人工宣传等税费)

本价格市场供应1000台，60岁以上的老
年人优先领取，领完为止。

报名领取电话：

0535-6047883

格《两个英派斯掐架伤及无辜》追踪———

烟台英派斯开门6天再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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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隆馆大门紧锁，门上贴有暂停营业的通知。 记者 苑菲菲 摄

会员去健身，结果又吃闭门羹

21日上午8点多，在英派
斯鹿鸣馆健身的王先生打算
去俱乐部活动，却意外地发
现，俱乐部居然没开门！仔细
一看，在卷帘门的旁边，贴着
一张通知，上面写着：“抱歉，
因停水停电暂时停止营业，
何时开业另行通知！”落款是
英派斯鹿鸣馆，时间是2012

年12月21日。
这是怎么回事？俱乐部

怎么又关门了！与此同时，在
发现俱乐部关门后，英派斯
维权QQ群立马炸开了锅。不
少会员对此不敢相信，因为

20日晚上刚去锻炼了，东西
还放在那里。还有的会员决
定要退卡，无奈找不到俱乐
部负责人。

21日上午10点多，记者
赶到烟台英派斯鹿鸣馆，正
如俱乐部如会员所说，门是
关着的。原本贴在门上的通
知被撕成两半，皱巴巴地扔
在地上。随后，记者又赶到
了英派斯九隆馆。和鹿鸣馆
一样，九隆馆也锁着门。门
上的通知是这样写的：“因
俱乐部资金短缺，水电房租
费 无 法 正 常 缴 纳 ，自

2012 . 12 . 21日起，俱乐部将
暂停营业，给您带来的不便
敬请谅解！营业时间将另行
通知！”

“连水电费都交不起，还
是不想交？这俱乐部是什么
意思？”一位听闻风声后赶来
的会员抱怨说，他听说员工
们在20日晚上营业结束后就
把自己的东西收拾走了，并
没有通知会员。他很奇怪，俱
乐部第一次故意关门还可以
理解为是想借机跟青岛方面
谈判，这第二次悄无声息地
关门又是为了什么？

风歌负责人短信回应闭馆原因

从2 1日上午到2 1日下
午，记者一直拨打烟台风歌
负责人丑鹏的电话，但对方
一直处于正在通话的状态。
21日晚上，丑鹏的电话终于
不再是通话，但却无人接听。

在21日清晨5点43分和
6点0 1分，丑鹏曾给本报记
者 分 别 发 来 两 条 短 信 中
称：两馆均于 2 1日停水停
电；开业后大量会员要求

退卡 (接手前、后都有 )，员
工工作压力巨大；两个月
亏损约30万元；鹿鸣馆和15

个房东续租无进展，仍有
续不了租的隐患；拖欠工
资使外地来烟台打工的员
工温饱都难解决，现在一
点解决能力都没有。

对于事态的走势，丑鹏
列举了几种可能：一是青岛
总部回购；二是低价约50万

转让，够员工工资、水电费、
房租税款就可以；三是破产
清算，先解决员工工资。丑鹏
还列举了两馆的器材：共有
电动跑步机52台，有氧单车
100台，太空机20台，单机训
练器50余台，无氧设备齐全，
洗浴更衣功能良好，管理软
件电脑齐备。他称，希望尽快
解决员工温饱和会员权益的
问题。

格追踪报道

“我要为黄先生献血”
经本报报道后，6位爱心市民表示愿意献血

□记者 王永军 报道

本报热线967066消息 21

日，本报报道了市民黄先生因
车祸住院，急需O型血一事。21

日中午，在南大家购物城经营
服装的赵女士致电本报热线
称，她愿意去医院献血。

“我是O型血，正好和黄
先生的血型匹配，就想帮帮
这家人。”赵女士告诉记者，

她今年26岁，以前也献过血，
看到本报的报道后，感觉到
黄先生的遭遇很不幸，现在
由于手术急需血液，就特别
想为这个家庭尽一份自己的
力量。

“别人能这样帮咱，真不
知道该如何感谢了。”黄先生
的妻子张女士告诉记者，在
接到赵女士的电话时特别感
动，大家以前并不相识，只是

因为看到报道后就为自己丈
夫献血，真的很感动。“已经
有6位市民表示愿意为丈夫
献血。”张女士说，看到有这
么多好心人帮助，她心里有
说不出的高兴。

“我相信他一定会好起来
的。”张女士说，大家都在努力
把黄先生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给她增加了更大的信心，她坚
信丈夫一定会好起来的。

两车相撞，殃及路边指示牌

□记者 王永军 报道

本报热线967066消息
21日下午1点多，在港城东大
街和海越路路口附近发生一
起车祸，一辆红色轿车和面
包车相撞后，又拱向路边的
道路指示牌。现场汽车零部
件碎了一地，面包车的右前
侧车轮也被撞掉，道路指示
牌的玻璃也被撞得碎了一
地。万幸的是，两车均无人员
受伤。

下午2点多，记者来到了
事发现场。发生车祸的两辆

车均已被拖车拖走。环卫人
员正在清扫马路上车辆撞击
后留下的碎片。

目击者雷先生告诉记
者，当时红色轿车沿海越路
自北向南行驶，面包车沿港
城东大街自东向西行驶，可
能是其中的一辆车闯红灯，
只听“嘭”的一声后，两辆车
就撞到了一起。

“红色轿车失控，又一头
撞向了路边的道路指示牌。”
雷先生说，本来轿车车头已
经撞得很严重，接下来这一
撞，基本上整个车就废了。

“一旁的面包车情况相
对好一些。”目击者任先生告
诉记者，面包车在发生撞击
后，先南侧滑行了十几米。面
包车的右侧车门处被撞得很
严重，右前侧的车轮也被撞
脱落，但总体情况比红色轿
车好一些。

“好在人都没怎么受
伤。”附近市民说，发生车祸
后，两车的驾驶员都从车内
出来，看情况都没大有事。

截至记者离开现场时，
路面已经被清理干净，交通
恢复通畅。

烟台风歌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风歌)因跟青
岛英派斯之间有矛盾，在11月28日关闭了烟台九隆馆和鹿鸣馆两
家健身俱乐部。12月15日，两家店重新开门纳客。可21日上午，原本
打算去锻炼的会员们又吃了个闭门羹，两家俱乐部又重新关门了。

□本报记者 苑菲菲
qlwbyff@vip. 163 .com

请本文线索提供者

任先生到本报

领取线索奖30元

路边道
路指示牌上
的玻璃被撞
得粉碎，旁边
还有车辆撞
击后留下的
碎片。记者
王永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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