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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血为鹿科动物梅花鹿和马鹿的血液，系名贵中药；
■ 您知道吗？鹿血自古以来就是宫廷皇族、达官显贵强肾养身的珍品，以其为主的复方制品更被称为“仙家丹方”。
■ 《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
》记载
记载：
“
：鹿血助阳
鹿血助阳、
、滋阴
滋阴、
、益精血
益精血；
；大补虚损
大补虚损，
，长服延年益寿
长服延年益寿”
”。
现代医学研究证实：
现代医学研究证实
：鹿血确实具有补肾养血、调节免疫、延缓衰老等，尤其对改善男性功能及前列腺疾病有奇效！

鹿血在民间也广为流传，视为中药之上品。早在宋代就有刺鹿生饮鹿血后精力充盈，健饮啖的记载。明代李时珍则对鹿血的医疗作用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在
《本草纲目》中记载为大补虚损、益精血、滋阴、助阳、解药毒等；并提出有效而服之者，刺鹿头角间血，生饮之更佳的服用方法。清皇室更行此道，乾隆皇帝享年 89 岁，
在位六十余年，
在位六十余年
，是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
是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
、年寿最高
年寿最高、
、也是最风流的一位皇帝
也是最风流的一位皇帝。
。许多学者研究过乾隆皇帝的生活
许多学者研究过乾隆皇帝的生活，
，有何特别之处
有何特别之处？
？无数御医
无数御医？
？山珍海味
山珍海味？
？这些与其
他皇帝没什么两样；
他皇帝没什么两样
；后来发现只有一项生活习惯与其他皇帝不同
后来发现只有一项生活习惯与其他皇帝不同，
，那就是乾隆每日坚持必饮鹿血
那就是乾隆每日坚持必饮鹿血。
。
现在，人们追捧鹿血的热情有过之而无不及！最近，又有全国各大媒体争相报道，南京某鹿场，市民排队喝鹿血，1000 元/次，只为“一小杯”......
鹿血，从古至今，上至帝王、下至百姓，无不为之趋之若鹜......

60 岁老中医
竟然也竖起了大拇指

老百姓说
它是强肾的“神药”！

开诊所的严老，今年 62 岁，是名老中医，就
是很惭愧一直没有治好自己这十几年的肾虚、
前列腺。什么中药啊、西药啊；补肾的、壮阳的
都吃遍了，可这十多年来，效果一直都不是很
明显。特别是近两年，严老的状况很不理想，
夫妻生活质量急剧下降，还有尿频、夜尿多，每
晚起来六、七次，十分疲惫，很痛苦。
后来，他在报上看到了“鹿血复合片”的报
道，因为他懂中医，知道鹿血的神奇疗效！就
买了一个周期，那可真是 2 小时起效，夫妻生
活 好 像 一 下 子 回 到 了 30 岁 的 时 候 ，特 别 幸
福！还没吃上半年，前列腺竟然也好了！严老
竖起大拇指说：
“鹿血新吃法，果然名不虚传！”

科学家说它是自然界赐予人类的“液体
黄金”。它能让老去的细胞恢复年轻态，瞬间
激发人体的自身潜能，对改善男性功能障碍及
前列腺疾病有奇效！
也有人说，只要喝上一小口，当晚就会感
觉刚劲有力，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
也有人说，男人有鹿血，不“痿”；
也有人说，喝鹿血，脱发能重生、白发能
变黑；
更有人说，不管您是十年、二十年的前列
腺病，只要喝鹿血，保证药到病除......

听上去像天方夜谭
但确实是真的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鹿血新吃法技术成
果上市新闻发布会”上，由中国鹿产品协会的
科研人员及全国 100 多位肾虚、前列腺疾病方
面的权威专家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
时刻！
医药界如此器重鹿血的原因有两个：一
是，鹿血本身神奇到人们会怀疑自己的眼睛；
二是，鹿血新吃法——鹿血复合片的研制成
功，标志着男人有望与肾虚、前列腺病绝缘！
新闻一经发布就轰动了全国。鹿血片厂
家的热线屡次被患者打爆，上千万男性朋友更
希望客观的深入了解与鹿血相关的内容。

鹿血为什么如此神奇？
科学研究发现：鹿血营养物质含量非常
丰富，包括 70 种以上天然的有机活性物质、19
种氨基酸、11 种矿物质以及钙、铁、锌、硒、锰、
锗、镁等多种微量元素；另外还含有多种酶类、
游离脂肪酸类、磷脂类、多糖类、维生素类和男
性荷尔蒙所必需的天然激素类等；被医学界誉
为“天然的小药库”！
临床实践证实：鹿血对于改善供血，调节
人体内分泌；增强肾腺皮质缓冲和刺激的活
性；改善海绵体细胞、性器官敏感组织的供血
状态等有奇效！能使年轻人性器官发育再发
育；中年人增长再增长；能让老年人萎缩的性
器官恢复年轻态！还能够全面调理肾虚的同
时，全面调理前列腺功能；使机体各器官生化
气血功能完善，肾气足、精血旺，保持持久旺盛
的战斗力！

效果要最好，吃法很重要
鹿血新吃法 更省钱
鹿血传统吃法，如喝鲜鹿血、喝鹿血酒、烘
干磨粉入药等，吸收率都极低，不到 10%，也就
是说喝 100 碗鲜鹿血，真正吸收的不到 10 碗。
因为鹿血细胞属 200 目的大细胞，不易吸收，
且药性隐藏在细胞膜、细胞壁里，需要大量服

1、四、五十岁中年人，经“鹿血复合片”调
理后，腰膝酸软、神疲乏力的症状消失了，白天
精神抖擞，晚上生龙活虎，夫妻恩恩爱爱。
2、六、七十岁的老翁，经“鹿血片”调理，夜
尿频多消失了，不再眩晕、耳鸣，脱发重生、白
发变黑，松动的牙齿恢复坚固，焕发第二春！
3、在“凤熹保牌鹿血复合片”的受益人群
中，也不乏二、三十岁的小伙子！一位北京的
经大量数据证实，凤熹保牌鹿血复合片 小伙子说，他从小就体虚，谈过不少女朋友都
黄了，刚结婚 3 个月的妻子嫌他身体不行，也
具有两大突出优势：
一 、见效快
见效快!! 一次 2 片，2 小时见效（三天吃 要闹离婚。用“鹿血片”半年后，小伙子体质格
外棒！老婆喜欢的不得了，小两口特别幸福。
一次即可），让您生龙活虎，夫妻恩恩爱爱；
在这里，我们必须严正声明，有不少吃鹿
二 、更安全
更安全!! 纯天然鹿血超低温灭菌提取，
血的受益者到处给人说鹿血是神药！我们请
比我们平时吃猪肉、吃猪血还安全。
你们不要乱说，鹿血不是神药，而是科学！它
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恩赐，是经过人类几千年
历史验证过的产品；鹿血新吃法是科学进步，
资源高效利用的成果，是国家认证并认可的产
品。
尤其最近几个月，洛阳的大街小巷，到处
都能听见人们议论鹿血片的声音：
离休的周先生说：
“ 以前，总感觉心有余
而力不足，就连老伴都说我像个霜打的茄子；
自从吃了鹿血复合片就不一样了，简直就像个
在外人看来，上市公司的刘总，让人羡慕
棒小伙，老伴喜欢的不得了！”
李大爷，虽然家庭经济不宽裕，可他相信 不已，但老刘心里却很郁闷，这一年来尿频、尿
鹿血片，结果用了 6 个月，尿频、尿急、夜尿多 急、腰酸、两腿无力，记忆力减退……。老刘总
的前列腺毛病居然好了，原本起夜 7、8 次，现 是以工作忙、身体劳累做托词；感情越来越淡，
在一觉到大天亮，10 多年没睡过这么美的觉。 妻子脸上写满了失望。
细心的妻子得知“凤熹保牌鹿血复合片”
67 岁刘老说，
“吃鹿血片好处多，一是勃起
困难、时间短，对这个病很有好处，当天就见 可同时解决肾虚以及前列腺疾病等男人问题，
效；二是对前列腺好，尿频、尿急、夜尿多这些 就毫不犹豫一次就买了两个周期的“鹿血复合
毛病都没了；三是脱发重生了、白发也变黑了； 片”，逼着老刘服用。没想到当晚见效，激情再
四是眩晕、头痛、失眠、四肢无力、这些毛病多 一次充满全身，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感觉特
别幸福！半年之后，身体的巨变让老刘惊奇不
没有了，现在是全身没有病，一身都轻松！”
已，尿频、尿急、夜尿多等前列腺问题好了，腰
酸、背痛、两腿无力现象也消失了！
最满意的还是妻子，这一点可从她温柔的
眼神中得到证实。她说，老刘这半年的“鹿血
片”总算没白吃，晚上生龙活虎，白天精、气、神
在这里，我们必须要公布 3 个事实：
依然十足！感觉他身体比以前“棒”多了！
用才能见效，药效流失很大。
专家组经过多年探索，采用超低温冷冻干
燥萃取、灭菌、超微粉碎技术，成功实现了细胞
破膜、破壁技术，并将其粉碎成 2000 目的超微
粉末，制成片剂。
新吃法使吸收率高达 90%以上，不仅将鹿
血的药效发挥到极致，而且还大大降低了服用
量及服用成本；吃得更少了，效果反而更好了！

吃鹿血复合片
每天都有想不到的奇迹

只有老婆说好
那才是真正的“好”

男人对自己要好点
身体强壮了，家庭生活才完美

事实已证明
以下 5 类人群最需要
1、因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导致尿频、尿
急、夜尿多，会阴坠痛、阴囊潮湿的男性；
2、性欲低下、阳痿、早泄、短小、勃起无力、
易疲软，长期依赖壮阳药，渴望持久的男性；
3、体弱肾虚，体乏无力，易疲劳、睡眠差，男
性功能衰退，渴望幸福生活的中老年男性；
4、经常出入娱乐场所、KTV、桑拿的男性；
5、脱发、白发，失眠多梦，经常熬夜加班、烟
酒过度、竞争压力大的男性朋友。
据了解，每个吃鹿血复合片的人，都是从怀
疑开始，一点点体验它的好处，最终心悦诚服，
成为鹿血复合片的终身受益者和传播者。
现在，为方便大家的购买，凤熹保牌鹿血复
合片已在我市的药房全面上柜，不方便到店购
买的朋友，也可拨打 0379－60609950 享受免费
送货上门服务，在家等候即可感受到鹿血的奇
妙！

0379－60609950

咨询
热线：

半价惠民 公益活动
通知：为响应公众健康计划，凤熹保牌鹿
血复合片首次在全国范围内推出“半价惠民”
大型公益活动！

买3赠1 买5赠2
活动时间：5 月 16 日-5 月 18 日

金谷园路百草大药房（原四院北侧）
市内免
七里河开心人大药房
老城麒麟大药房（青年宫西侧）
费送货
关林南街爱心大药房（邮政局对面）
上海市场万国大药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