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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领导私人保健医生王鹤滨
教授：

连教授研制的乌龙养血胶囊和“养血”
理论环环相扣，从气用药，从血入手，紧紧
抓住“气血亏虚”这个病根，狠用药，全面
养，还兼顾清血，降血脂，古方今用，再加以
发挥，只要用上这个药，无论心血管病、脑
血管病，乃至“三高”，都能比其他药物效果
更快，用药更少。

北京医院心脑科范志明主任：
与其它心脑血管病药物相比，连教

授的“养血疗法”和乌龙养血胶囊有“4
大高明”：

一是方子高明：君臣佐使全面，补气养
血不失净化（取鹿茸血温阳养血，海藻化痰
软坚，丹参活血化瘀，配以黄芪、人参、剌五
加、当归、赤芍、冬虫夏草补气养血），五脏
同调不失重点（灵芝、琥珀养心安神，何首
乌、枸杞子、绞股兰滋肾养肝，熊胆、地龙、

天麻疏风清脑、解痉通络，山楂消瘀化食，
川芎、葛根、玫瑰花解郁疏风、化痰醒脑），
治养结合紧慢有序，在中国，能开这么大，
这么全的方子，没有第二人。

二是药材高：所有药材，90%是名贵难
得的中药材，如红花、地龙、灵芝、琥珀、熊
胆、黄芪、人参、何首乌、冬虫夏草等，兼具
东北药材之极品，并融合了西藏药品之最，
都是药材的精品、极品汇集一方，有明显的
连氏中医特色。

三是工艺高：18 步 64 道工序，道道工
序都能与同仁堂比美，而且，至今不被世人
所知，是连氏中医独门的炮制秘法。

四是效果高：全面施药，从小处见效，
让患者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然后再辅
以养血，患者症状最短时间消除，病情自然
好转大半。

百万心脑血管病患者都说好
冠心病的患者说：服用 5 盒，心不慌、胸不

闷、气不短，心悸、房颤、心率不齐、早搏、眩
晕等症消失；服用 10盒，冠心病、心绞痛、心
率衰竭、心肌缺血根本好转，心脏指标正常；
服用 20盒以上，心跳有力，脉搏正常，血液
营养丰富，心脏不再犯病，做个正常人。
脑中风患者说：服用 5盒，不眩晕、不头痛、
手脚温热，不流口水、能说话、手足不麻，脸
色红润；服用 10 盒，口水不流、言语清楚、
自己能吃饭、下床、去厕所，能外出活动；服
用 20盒，脑血栓、脑出血、中风偏瘫根本好
转，回归病前状态。
三高患者说：服用 3盒，头不晕、头痛、气血
足、精神好，白天不瞌睡，晚上睡得香；服用
10 盒，眼圈不黑、肤色红润、指标下降大
半，不多梦、不恶梦，早起不难受、工作精
神；服用 10盒以上，“三高”完全消失，生活
完全恢复，气力足、精神旺。
特别提醒：即日起，购买时请认准包装盒右
上方“湖南专销”激光防伪图像，若无此防
伪则为假冒产品，可向药店索赔 1000元。

宣传的目的不是为了鼓吹连老，而是要通过连老
这位中医大家，国医泰斗，让中医发扬光大，让连老的
“养血疗法”和他的新发明“乌龙养血胶囊”造福更多
的心脑血管病患者，让患者不再走冤枉路，不再浪费
血汗钱， 不再被那些虚无缥缈的骗人理论所蒙骗，踏
踏实实的按照连老的方法把血养好，把病治好，真正
的多活 30年，才是目的。

为方便大家问诊，特将“乌龙养血胶囊”的咨询电
话公布给大家 0731-82070899 / 400-705-0588，优
惠代码（020），也许您的一个电话，就救了你的后半
生，想彻底康复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或家人不妨试一试。
您也可以到“乌龙养血疗法”湖南工作站特约授权的以
下指定经销药店购买， 长沙： 劳动中路赤岗冲家润多
对面康寿大药房， 浏阳： 中医院下 50米仁济药号，宁
乡：人民北路一号开发药号，望城：望城区电力局对面
九芝堂康民药店，株洲：贺家土健康堂大药房，湘潭：市
一中对面贵福康大药房，常德：战备桥大药房，益阳：平
和堂大药房、桥北家润多大药房，岳阳：九龙商厦对面
为民药店，怀化：东方大药房，邵阳：宝康大药房，娄
底：市一中操场对面一品康大药房，永州：市委对面康
源药店，衡阳：岳屏公园东大门对面国兴药房，郴州：
燕泉路燕泉商业广场同德堂大药房，吉首：人民北路
关厢门天桥旁博爱大药房，张家界：解放路影视城对
面寿康大药房。 全国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买药三天骂娘 服药三月喜洋洋
吉林人 张大军 农民 65岁 冠心病 12年

老张冠心病年头不少， 吃药住院样样没少，
可是效果不好，后来买了乌龙养血胶囊。 服用了
三天，除了睡觉、吃饭特别好之外，觉得没有别的
效果，一个电话直接打给连教授，劈头盖脸骂了
一通，爹长妈短，祖宗八代都被折腾了一遍。后来
连教授劝他消消气，3 个月后，病不好，给他免费
治疗，老张这才挂了电话。三个月后，连教授真又
接到了老张的电话，开门就是一声大笑，说他的
冠心病好得差不多了，吃饭好了，睡觉香了。半个
月，心慌、胸闷就没了；一个半月后，心绞痛、心悸
好了大半；三个月全好了，说乌龙养血胶囊不愧
是神药，说连教授是大菩萨。连教授哭笑不得，不
管怎么说，病好了，受点骂不算什么。

5年未说话 6个月张开嘴
乌鲁木齐 韩淑香 退休教师 68岁 脑中风 5年

韩淑香老人 2005年突发脑中风，能走能动，
就是不能说话，整天“啊、啊”地乱比划，家里为了
她的病，没少花钱，没少操心。 连教授让她服用 6
个月的乌龙养血胶囊，并告诉她家里人，不要着
急，坚持 6个月，不能说话再来找他。

这家人 6个月内真的一个电话都没打， 直到
2010 年 12 月中旬，连教授突然接到电话，电话
里，有个女性声音断断续续，只听到一个“好”字，
以为是骚扰电话，就把电话挂了，没过 1 分钟，电
话又响了，这回听清楚，原来是韩淑香的爱人，他
说，刚才是韩淑香打的，她本来想问候一声：连教
授您好，可是，说得不清楚。他爱人告知，这几天，
全家人都很高兴， 因为韩淑香哑巴了 5 年，6 个
月就能说话，那个电话是她自己拨的。

非要给两万，只收四千元
杭州 宋津生 私营业主 56岁 患“三高”

宋津生常年劳累应酬，血压、血脂、血粘报警
了，检查出了“三高”，戒酒、戒荤，天天白菜豆腐，
吃青菜，天上的、海里的，国内国外，啥保健品、药
品都用了，就是不见明显效果。连教授知道此事，
就派人送去了 15盒乌龙养血胶囊， 还叮嘱他每
天按时吃，这些药吃完，“三高”肯定好转。

没想到半年后， 连教授接到一个朋友电话，
说有个人非要见他。 在北京一家茶馆里，宋津生
一见到连教授，就把他的手紧紧握住了，说啥也
不放开，他说，是乌龙养血胶囊救了他，吃了 15
盒，血压、血脂、血粘指标全正常了。 为了表示感
谢，宋津生竟当场拿出两万元。 连教授当然不会
接受，对宋津生说：“你康复了，我也很高兴，但东
西不能要，病好了比啥都强。”老宋坚持不收钱就
不走，最后连教授只收了 4000元的药费。

连汝安是谁？
问：各大媒体(包括网络)上说您是御

医后代，世代中医，真的如此吗？
连教授：确实如此，我的祖先是明代御

医连成玉，我是第 8代传人，连家自古是中
医世家，至今有 400多年。

问：您是如何参军的呢，又是如何专攻
心脑血管病的呢？

连教授：抗战时期，我的父亲连国正是
129 师的随军医生， 我 17 岁随军实习，后
来在父亲的鼓舞和临终嘱托下， 我把心脑
血管病作为主攻方向，至今未变，我已经与
心脑血管病斗争 60余年了。

问：连氏医术独特，自成一派，是否融
合其它中医流派的精髓呢？

连教授：在连氏中医的基础上，我先后
师从岳美中、 徐季含两位中医大师， 建国
后，又在中国医学院学习，系统的学习了心
脑血管病的西学知识， 使得连氏中医融合
了百家之长， 更加系统， 更讲究效果和安
全，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上，我们坚持中西
兼顾，疗效第一，安全为上。

问：据说您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
特殊人物的随身保健医生，是这样吗？

连教授： 是的， 从我的祖上连成玉开
始，8 代人一直都是“御医”，到父亲和我这
两代，虽然没有御医了，但我们一直为特殊
人物做保健医生， 这多归功于连氏 400 年
的医学积累。

“养血”与心脑血管病有啥关系？
问：您是心脑血管病治疗的权威，在治

疗心脑疾病上，理论独特，您提出“心脑血
管病，与心脑无关。 ”这句话该怎么理解？

连教授：西医治疗心脑血管，是头疼医
头，脚疼医脚，被疾病牵着鼻子走，很被动。
其实，心脑血管病根源不在心脑，而在“血
液”。 大家都明白，人体器官都靠“血”来供
给养分，运走代谢垃圾，一旦血液脏了，粘
了，没形成板块之前，就会三高（血压高、血
脂高、血粘高），一旦形成板块，堵在心脏
上，是冠心病，堵在大脑，是脑中风，一句
话，心脑血管病与心脑无关。

问：那为什么血液会变粘呢？
连教授：中医讲，气动血行，也就是说，

血液流动靠的是气的推动，可一旦气虚，血
液就会流动慢， 血液里的杂质不能及时排
泄，就会变粘、变酸，这样的血液流到哪，就
会给哪带来疾病。因此，治疗心脑血管病要
从血液入手，从“气虚血亏”的这个病根出
发，及时的“补气养血”，这也就是中医提倡
5000 年的“补气养血”理论为什么一直没
有被打倒的根源，有效不是硬道理，祛根才
是硬道理。 气足了，血流动快了，垃圾排出
去了，血液自然干净，心脑血管病自然就好
了！ 这才是正路！

心脑病人该如何“养血”？
问：“补气养血”疗法的优势在哪里？
连教授：人活一口气，气是动力，是血

液流动的发动机， 血液是人体的营养和垃
圾的传送带，中医很早就知道这个道理，比
起西医来，“补气养血” 疗法有以下四大显
著优点：

一要“补气”。 补肾、润肺，只有补足了
气，有了动力，“养血”才有价值，这是“养血”
的前提。

二要“疏肝”。 肝脏能解毒，分解油脂、
胆固醇等血液垃圾，肝脏好了，血液就没了

“污染源头”，这是“养血”的根本。
三是净化血液。 把已经在血液里的垃

圾清除，这是“养血”的保障。
四是恢复心脑血管肌肉功能。 软化血

管肌肉，恢复心肌弹性，好血养护好心脑，
这是“养血”的基础。

做到这四点，血液干净了，堵住污染源，
有了动力，无论哪条血管，里面流的都是鲜
红、干净的血液，想患心脑血管病都难。

给我 6个月，还你 30年！
问：60 多年当中， 在治疗和预防心脑

血管病方面，您一直在做哪些努力？
连教授：60年了，我只做了三件事。 一

是坚持一线临床，无论贵贱，为心脑血管病
患者坐诊治疗，希望更多的人康复。二是不
断研究新方剂，做成药。“乌龙养血胶囊”是
我 1997 年创立的 22 味方子，2002 年被批
准成了国药。 三是发起了中国冠心病康复
工程，普及心脑健康知识，引导大家正确预
防和治疗。 回头看来，我的这些努力，没有
白费，粗略统计，受益总人数已经超过 300
余万人。

问：什么原因让您晚年才有这个发明？
连教授：连家几代人行医，最大的心愿

就是攻克心脑血管病，可是战争年代，条件
不允许，所以父亲临终嘱托我完成遗愿。我
用一生的经历， 才理清思路， 终于研制出

“乌龙养血胶囊”， 实现了夙愿。 通过“养
血”，无论心血管、还是脑血管，只要堵塞面
积在 70%以下，心脑血管病都会康复，我敢
承诺，给我 6 个月，还你 30 年，让大家都能
活过百岁，延长至少 30年的寿命。

“乌龙养血胶囊”的发明人———国医泰斗连汝安教授专访录

一直以来， 心脑血管病患者心中充满
了许多疑虑和困惑：治疗这种能“要命”的
疾病，到底是中药好，还是西药强？ 得了心
脑血管病就注定终生服药， 还有康复的希
望吗？ 有没有一种安全有效的疗法，短期就
能降住病魔？ 老百姓用得起的心脑血管病
特效药究竟在哪里？

新一代心脑血管病特效药
据悉，经过 60 余年的研制试验，一种

以传统医学“补气养血”为理论基础，短期
就能取得显著疗效， 且能从源头上消除心
脑血管病根的特效药———“乌龙养血胶囊”
在我国研制成功。 这标志着新一代治疗心
脑血管疾病的特效药正式从实验阶段进入

临床应用阶段， 从而为广大心脑血管疾病
患者带来了康复的希望，“乌龙养血胶囊”
的发明人连汝安教授也因此被誉为“中国
心脑血管病之父”。

领先其它药物 20 年
著名心脑科医生,中国医学协会分会秘

书长刘立教授介绍：
连老是御医的传人，也一直从事御医的

工作， 他把每一个心脑血管病人当成“皇
帝”来对待，能有幸用到他的“养血疗法”、
吃到连老发明的“乌龙养血胶囊”，都是不
小的福分，吃这个药痛苦小，不知不觉病就
没了。 乌龙养血胶囊不仅治疗理论先进，而
且综合治愈率高，可达 98%以上，比其它心

脑血管病药物起码领先 20 年，应用前景十
分广阔。

从此告别心脑血管疾病
乌龙养血胶囊生产厂家的陈总工程师介

绍，该药根据连家祖先，明朝御医连成玉的
一剂奇方研发而成，是能有效治疗心脑血管
疾病的特效配方。由于其组方成分极其名贵
稀缺，乌龙养血胶囊曾一药难求。 在京城有
关“乌龙养血胶囊”的传闻很多，诸如不管多
么严重的血压、血脂异常患者和冠心病等患
者，一周就能控制病情，2-3疗程基本治愈，
而且是纯中药制剂，不但不伤肝肾，还能补
肝肾。

22 味组方中的药材不仅名贵而且采购

难度很大， 如组方中的人参用的是长白山
的野山参， 鹿茸血用的是大兴安岭的新鲜
鹿血，红花则是地道的藏红花，野生熊胆更
是一药难求，需要跨境远到俄罗斯去采购。
正因为此， 乌龙养血胶囊 7 天即可改善心
脑血管疾病引起的失眠、 胸闷、 心悸等症
状。 只要坚持服用，对冠心病、高血压、高血
脂、脑供血不足、动脉硬化、脑梗塞、心肌梗
死、脑出血、脑梗塞等疾病，完全可以断病
根，而且不复发，真正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
威胁。

有心脑血管方面疾病的病友， 不妨拨
打专家热线 0731-82070899 与专家组进
行一对一的交流。

日前，在中国的大江南北，掀起了一场“养
血热潮”，“中国心脑血管病之父”，8 代御医
传人， 连汝安教授用 60 年临床总结出来的

“养血疗法”受到众多冠心病、脑中风和“三
高”症患者的追捧。 究竟血该怎么养？“养血”
又与心脑血管病有什么关系？“养血”真的能
根治心脑病， 且不复发吗？ 实际的效果又如
何？ 带着疑问，笔者走访了“乌龙养血胶囊”
发明人———连汝安教授。

“

患者讲述 BBS

医 学 界 盛 赞“养 血 疗 法 ” 后记

我国研制成功心脑血管新特药

给 我 6 个 月 还 你 30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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