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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 300名老鼻炎患者
不花 1分钱教你巧治鼻炎 免费检查免费试用

鼻炎扈氏膏在常州上市以来，得到了广大
鼻炎患者的高度关注。免费检查，
免费体验，
无
效不卖，复发包治的策略让老百姓心理托了
底。纷纷到专卖店免费体验和电话预约。店内
局面曾一度引发人满为患，为了对鼻炎患者治
疗效果负责，不得不限制每天进店人数。扈氏
鼻炎膏在常州的上市的确让患者看到了康复
希望。一直困扰鼻炎患者的鼻塞流涕现象消失
了，头晕头痛症状没了，也能呼吸到新鲜空气
了，吃饭也香了——
—所有的鼻炎患者在体验氏
膏后极为惊叹！扈氏膏确实好用！有的患者甚
至在治疗 2个周期后，特意跑到医院进行了检
查，检查后的结果让患者更加惊喜，鼻粘膜完
全修复，免疫力恢复！惊喜之余到店感谢或邮
寄来病历，
与我们一同分享康复成果！
发现鼻炎一定要及早治疗，避免由于拖延
缓治或治疗不彻底而形成慢性鼻炎，特别是青
少年会影响身体发育，智力下降，记忆力减退
等危害，秋冬季是青少年鼻炎的多发季节也是
治疗鼻炎的理想时机。
14代传人扈福正说：
“扈氏膏创于明朝万

历年间（1607年），历经扈家 14代人 400余年
的时代演变升华，其工艺及保密配方被山东省
列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推广项目。扈氏膏
独创“一清 二排 三修 四固”
，四位一体疗法，
打喷嚏治鼻炎的中医绝技让鼻炎不在难治，而
且康复后不宜复发。扈氏膏只用效果说话，
专药
专治，
无效不卖，
复发包治！让您免费试用，
意在
让您体验到真正的疗效后在购买，避免花冤枉
钱。俗话说的好：
“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
碑。”
鼻炎扈氏膏更加适用于：
1
、
丧失医治信心的重
症人群 2
、
担心损伤肝肾的人群 3
、
记忆力减退，
影
响工作等需要见效快的人群 4
、
害怕形成依赖性鼻
炎人群 5
、
害怕手术的人群（不能手术者）6
、
季节变
化，
病根老是除不了的人群。扈氏鼻炎膏对急慢性
鼻炎、
鼻窦炎、
过敏性鼻炎、
单纯性鼻炎、
肥厚性鼻
炎、
萎缩性鼻炎、
干燥性鼻炎、
鼻息肉等引起的鼻
干、
鼻痒、
鼻痛、
打喷嚏、
头晕、
头痛等症状，
疗效确
切。轻者 2个周期完全康复，
重度患者 3个周期就
能康复。
寻找 300名老鼻炎患者活动，无论你是久治
不愈或是多次复发的鼻炎患者，
现在只要你拨打免
费体验康复预约报名热线，
不花一分钱教你巧治鼻
炎，
同时你还可免费获得价值 80元 PR5000B鼻
腔镜检查及价值 120元的免费体验卡一张，让你
亲身体验扈氏膏治疗鼻炎的神奇疗效！
免费体验报名电话：
0519-88175090
88175091
（每天免费体验只限 20人）
地址：
常州市天宁区小东门路 100
—9号扈氏
鼻炎膏专卖店（小东门桥向西 100米 B23路公交
车小东门商城站牌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