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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的克星———王琰教授
年近九旬的王琰教授， 仍然坚持每周去

军大附医坐诊，救治糖尿病人，他说，在有生
之年能多治一个是一个。

王琰教授 1925 年生于陕西临潼的中医
世家，十八九岁就已是远近闻名的中医奇人，
尤其擅长控制消渴症（糖尿病）。 60年代被公
派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现代医学博士， 专攻糖
尿病的控制与药物研发。 回国后任职于西北
军医大学内分泌科主任、欧美亚新特药研究院
院长，世界知名的糖尿病专家。

由 王 教 授 发 明 的 糖 尿 病 口 服 疫
苗———植物胰岛素，是世界糖尿病控制史
上的重大成果之一，已被国际糖尿病联盟
（IDF）认证为糖尿病口服疫苗，同时王教
授被 IDF 授予医学终身成就奖、亚太区首
席糖尿病专家。

了解王教授的人都知道， 王教授一生
控制糖尿病人无数， 从不给病人开降糖西
药，而是采用更安全有效的植物疗法。 经王
教授控制的患者，至今无一例出现并发症，而
且血糖始终稳定在 6.5以下，药越吃越少，身
体也越来越好。

为啥说得了糖尿病，少活 20年
失明、肝功能不全、肾衰竭、肢体溃烂截

肢、心脑血管病变甚至死亡———为什么每天
大把吃药，天天降糖，却还是挡不住并发症？

人们常说“得了糖尿病，少活二十年”。
据统计， 糖尿病人比正常人寿命短 10－20
年，其中一半死于并发症，另一半死于药物
引发的脏腑器官衰竭。

有着 60多年的糖尿病临床与教学经验
的王教授， 没有人比他更了解糖尿病人了。
王教授说，糖尿病人最怕的是什么？ 一怕并
发症危及生命，二怕药毒伤身。

俗话说，是药三分毒。 老糖友都听说过

这则新闻：2010 年，全球畅销糖尿病口服药
“文迪雅”，被证实导致突发心脏病致死的几
率高达 43%，被勒令全球退市。 事实上很多
药物都有类似的危险，只是未曝光而已。

药物强制降糖，一方面使本身就受损的
胰岛超负荷工作， 破坏人体平衡调节功能，
同时药物的毒副作用，伤害了五脏六腑的功
能，造成耐药性，人体免疫力下降，血糖更难
以自我调节，只有加大药物剂量，如此恶性
循环，糖尿病因此越来越重，并发症也层出
不穷，加速度了病人的死亡。

王教授花了几十年，耗费毕生心血发明
的糖尿病“口服疫苗”———植物胰岛素，国际
医学被称为“糖尿病克星”，一方面直接补充
患者不足的胰岛素， 另一方面全面修复受损
或死亡的胰岛β细胞，恢复胰岛素的正常分
泌，从根本上解决了糖毒的危害。

口服植物胰岛素———
一刀“剪”出的糖尿病疫苗

什么是疫苗？就是能够完全控制某种疾病
的一种制剂。 2012年 5月，王教授发明的欧美
亚植物胰岛素正式被国际糖尿病联盟（IDF）作
为唯一一个糖尿病口服疫苗在其全球 156 个
成员国全面推广。

很多患者都不禁会问，植物胰岛素是什
么？ 它真能攻克糖尿病，多活几十年？

王教授介绍说， 人的胰岛素是胰岛 β
细胞分泌的、 由 51 个氨基酸组成的一种双
链式的蛋白质激素， 是人体内唯一吸收血
糖，并转化为能量的激素。胰岛素不足，糖分
无法吸收积在血液中，就形成了糖尿病。

植物胰岛素其实是一种植物中的类
胰岛素多肽蛋白质。 最早是印度医学家
Khanna 博士从苦瓜中发现的这种物质，但
这种类胰岛素物质相比人类胰岛素的分子
链更长、更大，降糖活性很低，没有临床控制
意义。

怎样才能把这种“大胰岛素” 变小呢？
世界医学专家们研究了几十年终未成功。
王教授经过大量实验， 终于从中药材里提
取出了一种“生物酶”， 这种奇特的酶能将
苦瓜中的蛋白质长链剪短， 得到与人体胰
岛素相当的纯“植物胰岛素”， 大大激发了
它的降糖活性。 同时王教授添加葛根素，
用以修复被糖毒与药毒侵害的心脑血管、
肝肾等脏腑器官以及损伤的神经， 控制糖
尿病并发症。 从而发明了糖尿病口服疫苗，
解决了糖尿病控制难题。

王教授发明的糖尿病口服疫苗———欧

美亚植物胰岛素， 国际上称为 Plant-insulin，
是卫生部批准、 并在产品有效成份中精确标
明含量“每100克含植物胰岛素（P-insulin）≥
15.0mlU”。 这也是区分真假植物胰岛素的直
接标准。 欧美亚植物胰岛素跟人体胰岛素有
极其相近的结构和组成成份， 经口服可以直
接补充、代替胰岛素吸收血糖中的葡萄糖，给
肌体组织提供能量。

家住肥西的侯大爷 71 岁，有 15 年的糖
尿病了。 长年吃药还是控制不住高血糖，皮
肢瘙痒、疲乏无力、眼病、肾病、冠心病等并
发症都出现了， 前年因糖尿病性冠心病，放
了 6个支架！ 一生的积蓄都花光了，身体越
来越差，血糖也高得惊人，餐后 19.2，空腹
13.8。 无奈侯大爷慕名找到王教授。 王教授
给他开了口服疫苗植物胰岛素， 一个星期
后， 侯大爷喜出望外， 血糖竟然降到餐后
10.2，空腹 8.6。 服用 3 个月，糖化血红蛋白
也由以前的 16.8 降到 7.5，西药也都慢慢停
掉了，现在眼睛看得清，肾功能正常了，心脏
病也不怎么犯了，脸色红润像换了个人！

专家呼吁：尽快服用疫苗
摆脱药毒、并发症，做回正常人

一般降糖药物， 大多都是强行阻止人体对
糖分的吸收，把营养当垃圾丢弃，造成患者营养
不良，抵抗力下降。 口服疫苗不仅能吸收血液里
的糖分，还能有效修复胰岛，逆转并发症，同时降
脂降压、疏通血栓，让你轻松多活 20年。

早在 2009年，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实验室
通过β细胞切片对照检验， 连续服用植物胰
岛素 30 天， 患者胰岛 β 细胞增生了 50%
-60%，实现由人体自身调节血糖的平衡。

此外，国际糖尿病联盟（IDF）旗下的医
疗组织对王教授的植物胰岛素进行了长达
5 年万例患者临床实验，证实糖尿病口服疫
苗 5大惊人功效：

①直接补充胰岛素， 血糖控制更稳定，
无依赖性和耐药性，患者不得并发症；

②纯植物多肽蛋白提取，无毒无害，可替代
传统降糖药物，避免对脏腑器官的伤害；

③修复、再生受损的胰岛β细胞，提高胰
岛素受体的敏感性，恢复自身糖代谢功能。

④全面修复长期被糖毒、药毒损坏的心脑
血管、肝肾及神经损伤，预防、控制并发症。

⑤直接口服，常温保存，避免了注射胰
岛素所带来的痛苦和对身体的伤害。

欧美亚植物胰岛素，已通过美国 FDA、欧
盟 EMEA以及日本、澳洲、新加坡、印尼等 57
个国家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检测，并引入为

糖尿病专用疫苗，预防、控制糖尿病。
王教授呼吁：尽快服用糖尿病疫苗，彻底

摆脱药物毒害，远离并发症，多活 20年！

口服植物疫苗有 3大保证
保证一：1 周期稳定血糖，减少降糖药。

服用植物疫苗 7 天， 血糖控制在 6.5 左右，
手脚麻木、皮肤瘙痒、口渴乏力消失，可以逐
步减停降糖药。

保证二：2 周期恢复胰岛功能， 摆脱药
物。口服疫苗 2周期，全面修复胰岛分泌胰岛
素的功能，无需再服降糖药，正常吃喝，血糖
也不会忽高忽低。

保证三：3周期逆转并发症， 多活 20年。
坚持服用植物疫苗，血糖持久稳定，全面清除
药毒、糖毒及血液垃圾，调节恢复心脑、肝肾功
能，四肢麻木、眼病、冠心病、肾病、伤口不愈等
并发症全面逆转，免疫力增强，杜绝并发症风
险，健康、轻松地多活 20年。

口服疫苗 30天，血糖血压都稳了
北京 秦昊霖，72岁，糖尿病 30年。
检查出糖尿病以后， 我一直吃降糖药。

30年来肝、肾、脾、胃五脏六腑全吃坏了！ 血
糖不稳，心脏病、高血压、肾病都来了，前年
还做了心脏搭桥。 身体越来越差，感觉这辈
子要完了！

幸好碰到了这个口服疫苗， 再不担心药
毒了！ 我吃了 30天，血糖就一直降到了 5.8，
正常了！手不麻、皮肤也不痒，看东西清楚、口
渴乏力都好了！现在这疫苗我都吃半年了，每
天 3 次，西药都停了，血脂降了血压也稳了，
吃了 30年药啊，啥都没这疫苗好！

血糖到 5.8，多活 20年没问题了
景德镇 李清波 68岁 12年糖尿病史
我跟多数老糖友们一样， 药越吃越多，

剂量越吃越大， 明知道西药吃多了副作用
大， 可又不得不吃， 结果血糖还是不稳定，
并发症也出现了！ 白内障， 浑身痒， 双脚
浮肿， 人总觉得疲乏无力， 肾也出了问题。
服用王教授的糖尿病疫苗一个星期， 血糖
就从 16 个降至了 8 个， 一个月后稳定在
6.0 左右， 3 个周期后就停了西药， 而且并
发症慢慢都消失了！ 现在眼睛看得清了，
每天只吃这疫苗， 血糖平衡， 抵抗力也增
强了， 双脚也不肿了！ 感觉浑身有劲， 别
人都说我这身体啊， 再活 20 年一点问题没
有， 哈哈！

全世界每 3秒钟就有一名糖尿病患者因
并发症死亡。 我国有 9700万糖尿病人，占总人
口的 9%，50岁以上的人中， 糖尿病更是高达
30%，糖尿病口服疫苗的推广问题迫在眉睫！

国际糖尿病联盟（IDF）联合我国糖尿病
控制中心，全面普及推广糖尿病口服疫苗。

郑重提醒：糖力宁胶囊（欧美亚植物胰
岛素）是主管部门正式批准的功效成份为植
物胰岛素，并且对其含量做了明确认定的产
品。 凡在说明书功效成分中未明确标示“植
物胰岛素”及其确切含量者，均为假冒伪劣
产品，提醒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创美糖
力宁胶囊（欧美亚牌植物胰岛素）”，以免上
当受骗，耽误病情。

特大惊喜：即日起，前 100 名打进电话
的顾客即可参加“买 5 送 1、买 10 送 5”的
大型优惠活动，本次活动是本年度优惠力度
最大的一次， 所以厂家承受不起长期进行，
仅限 7 天，7 天过后就会取消优惠， 请抓紧
时机打进电话申请吧！

我国发明糖尿病口服疫苗———植物胰岛素，30
天激活胰岛，摆脱药毒，远离并发症，健康长寿

尽快口服疫苗，远离并发症健康长寿

糖友们，你是否在为天天大把吃药而苦恼？ 你是否因为长年吃
药吃坏了心、肝、脾、肺、肾而忧心？ 你是否怕患上肾衰竭、心梗、脑
梗、截肢、失明等并发症而提心吊胆？ 天天降糖血糖还是越来越高，
天天吃药打针，剂量越用越大，还是得了并发症，到底该怎么办？

现在好了！我国医学家王琰教授发明糖尿病口服疫苗———欧
美亚植物胰岛素，一举解决糖尿病防治的世界难题！

2012 年 5 月 14 日，国际糖尿病联盟（IDF）在北京召开发布
会，认证了欧美亚植物胰岛素的强大功效：持久平稳控制血糖，30
天激活胰岛功能， 无需天天大量服用降糖西药或注射胰岛素，从
此摆脱药物毒害，远离并发症。同时将其作为糖尿病口服疫苗，在
全球 156个成员国全面推广，糖尿病的预防和控制进入一个更安
全、更有效的植物时代！

国际糖尿病联盟（IDF）发言人 Ben�Johnson 博士呼吁：糖尿病
患者要尽快抢在并发症恶化前接种疫苗，彻底解决血糖、药毒和
并发症三大难题！

如你或亲友是糖尿病患者， 请尽快拨打口服疫苗咨询电话
400-705-1619你的健康将会因此而改变！ 前 100名打进电话者
有特大惊喜，还可享受特 IDF的特别救助！

国际糖尿病联盟糖尿病口服疫苗亚太地区推广会

IDF 专家王琰教授紧急呼吁：糖尿病患者———

普及疫苗，控制并发症，多活20年
糖尿病特大救助行动公告

IDF亚太区糖尿病专家
我国著名内分泌医药学家

———王琰教授

重大发现 糖尿病人有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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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康复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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