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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鼻咽癌淋巴转移 姓名：姚利民 男 55岁

住址：株洲市攸县云升山庄

在最近的复查中我的各项指标都很正常， 虽然后面的路还很艰险，

但有华蟾素胶囊的帮助，我坚信我的生活会一路充满阳光。

胃癌 姓名：杨玉兰 女 79 岁

住址：怀化市舞水桥头转角大楼 4 楼

“老天让我还活着，是‘华蟾素胶囊’救了我的命啊！ ”

直肠癌 姓名：董新华 男 57 岁

住址：长沙市雨花区桔园小区

“当时真绝望了，现在能好好活着太感谢‘华蟾素胶囊’了！ ”

肺癌肝转移 姓名：张先生 男 63 岁

住址：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白竹皂

我只是希望有更多的癌症患者能看到这篇文章， 为自己树立信心，

爱和希望是延续生命的源泉。

肝癌 姓名：赵明侠 女 48 岁

住址：长沙市宁乡县双岛镇

“我现在终于能像正常人一样幸福的活着， 这都多亏了‘华蟾素胶

囊’。 ”

肺癌肝转移 张先生， 男 63 岁

我只是希望有更多的癌症患者都能看到这篇文章， 为自己树立信

心，爱和希望是延续生命的源泉。

（来自湖南肿瘤病人的心声）

他， 虽然被折磨的哇哇直叫，但

死亡的恐惧绝没有泯灭他求生的欲

望！

他， 虽然骨瘦如柴， 灯枯油干

……但他的生命没有停止， 他还有

活下去的可能！

她， 虽然被一家家医院判处了

“死刑”，但未到生命的尽头，别停止

哪怕百分之一的希望！

对于那些无助、 无奈的家属来

说，唯一对亲人要做的：在绝望中寻

找希望， 哪怕减少一些亲人的痛苦，

哪怕进行化疗前后的辅助治疗，都是

对亲人最好的慰藉，因为，他（她）是

您的至亲骨肉！我们有理由竭尽全力

从死神手中夺回了亲人的生命！这种

可能“华蟾素胶囊”已经在全国，也在

湘城开始得到全面的验证。

听：服过华蟾素胶囊的人怎么说！

本公司保证以上为真实病例，欢迎来电索取康复患者更详细资料。

拨打这个电话为亲人找寻奇迹：

0731-84143795

“四川卫视”真情人生栏目讲述：杀蟾蜍救丈夫

怪！2400只蟾蜍“吃掉”肿瘤细胞！？

哪怕有一丝希望 我绝不会放弃

“她，平时见到小虫子都吓得连声尖叫，却在严冬里凿开冰

冻的江面手抓蟾蜍；她，见人流鼻血也会吓晕，竟敢咬牙剖开蟾

蜍的肚子……血光枰溅的每一刀都是她斩断病魔魔爪，挽救丈

夫的信念……”

2007 年 5 月 11 日，“四川卫视” 真情人生栏目讲述了哈尔

滨一位女性为挽救患肝癌的丈夫“四年来抓捕 2400 余只蟾蜍”

的故事，真情的打动了无数肿瘤病人家属。

“听别人说的，吃蟾蜍能治肿瘤……”妻子高扬说：“这是走

投无路的办法，只要有一丝的希望，我绝不会放弃”。

捕杀每一只蟾蜍 都是为丈夫治病

高扬的丈夫叫郝振铧， 是一位警察，2000 年 3 月 15 日，他

被确诊为支气管中心型肺癌。 在进行化疗、手术无果的情况下，

高扬听说吃蟾蜍能治肿瘤，这个消息一如黑暗中的一丝曙光，于

是，以前连小虫子都不敢碰的高杨，这一刻为了丈夫毅然走向牡

丹江，为丈夫抓蟾蜍。 25 岁的高杨第一次跳入河中抓蟾蜍，回到

家里，她剥去蟾蜍皮、烘干、研磨，为丈夫治疗，

四年如一日，丈夫吃了 2400 张蟾蜍皮

又一次，刨冰的高杨不慎掉进冰窟窿时，几个好心的打鱼人

把她救了上来，他们才知道事情的原委。

尽管如此，高杨还是落下了严重的风湿病，一到刮风下雨腿

脚的关节就钻心的疼。

每次吃“药”，郝振铧都暗自记下蟾蜍的数量，四年过去了，

他吃了 2400 张蟾蜍皮做的药。

肿瘤全部死亡 夫妇流下激动的泪水

2006 年，郝振铧进行全面检查。 教授们看到检查结果后，惊

讶地问，“你是怎么治疗的？ ” 郝振铧还以为病情恶化了，结果教

授告诉他：“你的肿瘤已经完全钙化了！ 就是说肿瘤已经全部死

亡！ ”瞬间，郝振铧、高杨和好友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郝振铧握

着妻子的手久久没有松开……

四年来，被医学宣判死刑的郝振铧，因吃蟾蜍，不但依然活

着，而且身体越来越好。

后记：当肿瘤的“恶魔”袭向亲人的身体，崩溃、绝望、无奈

压制着每一个家庭。 慌乱中，每一次的治疗都变成“救命的稻

草”，但一次次的失望，又让病人和家属陷入了无底的深渊。 怎

么才能让肿瘤病人免受疼痛？ 如何才能延缓他们宝贵的生命？

这是每一位肿瘤病人及家属发自肺腑的呐喊！

幸运的郝振铧选择了“吃蟾蜍治肿瘤”，但却因为日复一日

的“破冰扑蟾”又让健康的妻子患发疾病，甚至拖垮了整个家

庭。 虽有所值，虽也真情动人，但这种“家庭作坊式的蟾蜍熬制”

能不能以现代的医学替代呢？ 这是肿瘤病人的期望，更是家属

们的期盼！

▲“四川卫视”真情人生栏目 2007 年 5 月 11 日

播出了高杨为丈夫郝振铧杀蟾蜍抗癌的故事

以毒可攻毒 癌毒怕蟾毒

让生存远远大于死亡

人类对肿瘤的攻克从来没有却步，其实在“郝振铧

吃蟾蜍治肿瘤”的同时，中国肿瘤专家们也正在完成着

重大的医学科技攻关：华蟾酥毒基（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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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个化合物的制取（简称“蟾毒制取”）。

在历经多年的科学研究， 这项重大医学课题得到

了突破，从人类 3000 年前，对肿瘤的认识以来，实现了

突破性的医学研究转折，从根本上，在不伤及正常细胞

的同时，类似困囚肿瘤细胞，让肿瘤细胞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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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取分别选

用蟾蜍华蟾和脂蟾。 大量的临床试验证实：以此两种蟾

蜍提取的药物有效生物分子具有“自动识别性强、靶向

集中、吸收利用率高、作用持久”等特点，是目前全球肿

瘤医治中独一无二的广谱高效药物。

而这个独具“以毒攻毒”的药物就是今天很多肿瘤

病人服用的“华蟾素胶囊”。

一份份感谢信 一个个致谢电话，一面面旌旗

书写着“华蟾素胶囊”的传奇

2006 年， 伴随中国癌症研究基金会新药突破奖对

“华蟾素胶囊”的颁发，抗癌新药“华蟾素胶囊”研制成功

的消息不胫而走， 各种媒体纷纷报道，“华蟾素胶囊”成

为全国数以万计肿瘤病人和家属的希望，北京、上海、广

州等城市以及香港、台湾的不少肿瘤患者开始服用“华

蟾素胶囊”，一份份感谢信，一个个致谢电话，一面面旌

旗，书写了肿瘤治疗史上的传奇。

附录： 2005 年，“华蟾素胶囊”获世界肿瘤协会洛杉

矶金奖；2006 年 1 月“华蟾素胶囊”获得中国癌症康复协

会特别金奖；2006 年 7 月“华蟾素胶囊”获临床特殊贡献

一等奖。 与此同时，“华蟾素胶囊”还先后获得了中国癌

症防治专业委员获奖产品、亚洲癌症防治研究会推荐产

品。目前，“华蟾素胶囊”已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

目录》（2009 版·乙类〈752〉），肿瘤病人家属可持卡购药，

在一定程度上为家庭降低了经济支出。

奇！肿瘤病人逃脱病魔勾魂爪

蟾蜍，俗称“癞蛤蟆”，别看它奇丑无比，但它是名

贵的中药。 正是这一只只蟾蜍诞生了“华蟾素胶囊”，

专家称：吃“华蟾素胶囊”有效成分远远高于“家庭作

坊式的熬制”。 因为，“华蟾素胶囊”采用高科技技术分

离技术提取后，蟾宝双核（2C）〈华蟾酥毒基和脂蟾毒

配基〉浓度、活性得到充分的保留，止痛、消肿、逐水、除

恶毒的效果更为突出，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还能迅速

提高免疫力，适用于早、中、晚期的肿瘤病人。

癌毒是这样

被蟾毒吃掉的！

华蟾酥毒基（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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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识别肿瘤细胞，直接包裹肿瘤细胞，阻断肿瘤

细胞的营养来源，使肿瘤细胞无法复制和转移；然后进

入癌细胞核内，切断癌细胞 DNA 链，使肿瘤细胞凋亡。

脂蟾毒配基（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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剌激造血功能和骨髓细胞生长， 保持正常细胞比

例，提高免疫力；增加正常细胞吞噬功能，达到抑制肿瘤

生长速度，缩小肿癌体积，使病情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稳

定，就像很多慢性病一样，肿瘤病人也能在药物治疗下

使病情得到长期控制。

1、长沙市：

A） 益仁康药房（省肿瘤新门诊大楼对面）

地址：岳麓区桐梓坡路 200号

B）楚济堂大药房（湘雅二医院对面）

地址：长沙市人民中路 204号

C）楚济堂大药房（湘雅路口东）

地址：开福区湘雅路 8号

D）河西楚济堂大药房（河西枫林店）

地址：河西枫林宾馆大门右侧

E）湘春路楚济堂大药房（湘春路店）

地址：湘春路陋园宾馆斜对面

2、株洲市：繁城大药房

地址：株洲市车站路 98号（市一医院旁）

3、湘潭市：泰康大药房

地址：车站路 490号（火车站向西 100米）

4、衡阳市：博康大药房

地址：衡阳市船山路 32号（南华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右侧）

5、常德市：老吉春堂药号(滨湖店)���

地址：常德市滨湖路（市新中医院对面）

6、益阳市：九芝堂连锁药店（益阳店）

地址：益阳康富路 70-72号（益阳市中心医院对面）。

7、岳阳市：康城药房

地址：岳阳市巴陵西路（步步高对面）

8、邵阳市：宝康大药房

地址： 邵阳市宝庆中路（中心医院对面）

9、怀化市：特新奇大药房

地址：怀化市迎丰西路步步高购物广场旁）

10、郴州市：楚龙堂大药房

地址：郴州市龙泉路 56号 -8-9号

11、娄底市：城南大药房

地址：娄底市长青中街 39 号（娄底中心医院

向西 200米）

12、永州市：建波大药房

地址：永州市冷水滩区零陵中路又一巷内市

三人民医院入口 30米处

活动截止时间：元月 16 日 21：00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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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金春华蟾素胶囊】特惠最后 天

“华蟾素胶囊”

主要适用以下肿瘤病人

①刚确诊的癌症病人 ;���

②手术前的肿瘤病人;

③手术后的肿瘤病人 ;���

④放化疗的肿瘤病人;

⑤危重晚期肿瘤病人 ;�

⑥进入康复期肿瘤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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