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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霍教授! 中医界无人不知" 他年近九
旬!是与同仁堂齐名的#霍显仪中医世家$第

!

代传人! 祖上
"

代皆为御医% 他自幼随祖父学
医!辨识百草!熟读医书!练就一身济世救人的
好本领" 他

#$

岁就开始坐堂行医!一生专治耳
聋耳鸣"无论病情多重&病史多长!经他诊治!立
能复聪" 他的弟子遍布大江南北'

霍教授治耳聋耳鸣堪称一绝' 被医院诊断
为器质性病变的患者!听力恢复了!不必倾家荡
产去做人工耳蜗手术了(昼夜耳鸣!不能入睡的
患者!治完后一觉睡到大天亮(耳鸣杂音&耳朵
闷胀堵&头痛眩晕消失!听力提升

"%

多点%

患者们尊敬的把他称为#耳聋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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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教授治耳聋耳鸣治一个好一个! 引来京
城名医乐老的公开叫板!非要亲自验证%乐老患
有严重的老年性耳聋!自己多方调治!耳朵还是
越来越差%结果仅吃霍教授一副药!当天听力就
由
&''

升到了
&('

!吃得香睡得好(连吃
'

副药!

扔掉助听器!听力也很好% 乐老连呼神奇'

霍教授给他讲了个简单的道理)我们知道!

耳朵需要血液供养!才能维持正常听力%如果供
血量不足!耳朵功能就会受到影响%从这一点上
看!耳聋耳鸣的病机像是气滞血瘀!于是所有中
医都忙于活血化瘀% 结果!活血药一吃!听力好
一点(可药一停!听力比原来还差%

治病要求本%为什么会供血不足呢*+黄帝内
经,讲)

)

肾气通于耳!肾和则耳能闻五音
)

% 也就
是说!肾气充盈!则血流强劲!耳部供血充足!听
觉才灵敏(当人体衰老!肾气由盛转衰!血液供养
减少!听力就会逐渐下降!以致出现耳聋耳鸣%

所以说!肾气亏虚才是耳聋耳鸣的病根%霍
教授的一席话!说得乐老中医连连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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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患者问!我们也吃过补气药!可为什么
效果不好呢* 霍教授解释)

一&传统中药颗粒大!耳聋耳鸣患者吸收不
了% 所以!吃多少药都等于没吃'

二&常用药中没有提升药劲的猛药!效力较
弱% 只能勉强延缓病情!不能逆转听力'

霍教授说)#我行医六十余年! 经我手治好
的患者不计其数% 虽然病情各异!但总结起来!

治疗诀窍就
*

个字
&

益气升阳% $益气升阳法是
#霍显仪$的世家祖传独门医术!专门补肾气!升
元阳!直接针对耳聋耳鸣的病根

&

肾气亏虚!肾
阳不足'

所以霍教授敢于公开承诺) 我配的药能治
疗耳聋耳鸣'

在行医生涯中!霍教授不断改进家传秘方%

他应用尖端科技将传统汤药制成浓缩药丸!并
命名为#

#$%&'

$% 药效至少提升
'%

倍% 解
决传统中药难吸收& 见效慢的弊端% 患者吃下
去!当天消耳鸣!

!

天听得见!吃上一个月!所有
声音都清晰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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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泾渭聪明丸的卓越疗效
+

相关部门应
用现代手段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小药丸实现了
耳病治疗的四大突破)

一!奇方"这是国内独家的耳病秘方药!应
用历史长!疗效确切% 它采用霍氏独门医术#益
气升阳法$进行治疗!直接针对耳聋耳鸣病根

&

肾气亏虚!肾阳不足%通过补肾气!升元阳!迅速
提升听力!消除耳聋耳鸣%

二!奇药"这是目前耳病用药中起效快速的
速效药%该药在黄芪&党参等常用草药的基础上!

加入多种霍氏秘制猛药'药劲刚猛!起效迅速'多
数患者

,%

分钟见效!

!

天听力增长
,'

个点%

三! 奇法" 这是国内少有的纳米级浓缩中
药%它采用先进的微晶转导技术生产!药效离子
仅

-

纳米大小!吸收好(完全保留天然活性!起
效更快(每粒药丸中药效成分高达十万个!治疗
更有效'

四!奇效"这是仅有的能逆转听力的耳病特
效药% 患者每天吃一次!当天消耳鸣!

!

天听见!

一月听清!听力提升
"%

多点!完全恢复正常值%

耳朵闷胀堵&耳鸣杂音&听音沉闷&高低音缺失
等症状消失%从此不靠助听器!还能再听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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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相关部门又对泾渭聪明丸进行了大
量临床研究! 对其功效做出认定)#增加耳鼓膜
通透性!降低耳蜗淋巴液毒性!提高听神经敏感
度! 并具有再生听毛细胞的功能% 对感音神经
性&药毒性耳聋!及老年性&混合性耳聋耳鸣有
良好效果$%

目前!泾渭聪明丸已被国家药监部门批准
为新一代的耳聋耳鸣专用药%并因其效果好!无
毒副作用的特点!被授予红色

./0

标志%

更可喜的是!国家特批小药丸使用#泾渭$

商标!并将霍氏中医的独门绝技#益气升阳!聪
耳明目$写入功能主治%以此表彰霍教授对耳聋
耳鸣治疗的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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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泾渭聪明丸亮相世界听
力医学大会!立即引起巨大轰动%

中国名医协会会长席全安教授说)泾渭聪
明丸抓住了耳聋耳鸣#肾气亏虚&元阳不足$的
病根% 从补肾气!升元阳入手!促吸收!下猛药!

养治结合!双管齐下% 一方面补益肾气!使患者
听力恢复!耳聪目明% 另一方面升发元阳!使五
脏受益!心&脑&肾功能提升!消除致病隐患% 最
难得的是!只要患者的肾气补足!听力恢复后竟
能长期稳定!几十年不复发'

世界听力联盟主席
234567

博士倡议!各类
型耳聋耳鸣患者均可放心服用%

mno89 Up^qrsK

在泾渭聪明丸的受益者中! 有一位铁路局
退休的老先生!耳聋

1%

多年!吃过国内外名药
无数!看过的医生少说也得

-%%

位!可就是不见
好% 后来听说小药丸是独家秘方药! 效果特别
好!就买了

'

盒% 刚吃第
-

天!就对电话铃有反
应!耳朵清爽舒适(才

1

天!就能听电话&应门!

耳朵不闷不胀!头脑清醒!心情舒畅% 老先生高
兴的给霍教授打电话! 霍教授建议他再服

,

个
月!把肾气补足% 这不!

,

年过去了!老先生的听
力恢复得很好!身体也特别棒'

*" itu8T ?vwxK

霍教授说他治过最重的患者是山西的一位
老司机!

,%

几岁就患上顽固耳鸣! 病史长达
*%

年!听力
&"%

% 一天到晚耳朵轰鸣!睡不着觉!头
疼头晕!吃药不管用!扎针也不灵% 霍教授给他
用上小药丸!服用当天杂音就变小!耳朵不闹!

头不晕!当时就有困意!一觉睡到大天亮(醒来
后!头脑清静!听音清晰%一晃五六年过去了!耳
鸣再也没犯过%

!"#$#%&'(

;<=>?@

AB!#CDEFGCHI)FJKLMNOP

!"#! ( $ ) $ *+,!%&! -./0123456 &! 78

9:;:<=>?@4ABCDEF 4GH-./0IJ

K'()LMNO:>PQ4K*+,-LIRST+UVWXY

Z/012[\] !.% ^_`a2b+cdefghijk

?l]:;:<`mnooo#$%&'p qE@r+ st

uvwxry#$%&'z{:;:<+|}~�v�� �

n����,����p]���z{:;:<+����

�:<+������/0F ��b���/�+���

 �

¡¢+M4bvw£¤+#$%&'¥¦§�¨]+©��

�:;:<�bªY«¬/0]|n+®30¯!®m+��

^�b��:;:<°±²

国药准字
81%%'*''1

指定经销"明仁堂药店
!

号柜
"

火车站大洋百货对面
#

天之泰药店
"

和平路同济桥北保险大厦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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