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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名医

肠胃论治独树一帜

朱震亨，元著名医家，创立的

丹溪学派对中医理论发展影响深

远，其著名的胃肠论治思想独树一

帜，临床极为重视“胃气”，认为“胃

主受纳，腐熟水谷，主通降”，“脾主

运化，为胃行其津液”，胃的受纳与

脾的运化功能综合称之为“胃气”。

人须以胃气为本，因此，朱震亨无

论用药还是论病处处突出“清养脾

胃，顾护胃气”。 其研制的胃肠秘方

燥湿祛痰、行气健脾，是治疗各种

肠胃顽疾的一剂良方。 所选药材均

为肠胃病常用药： 白术健脾益气，

燥湿利水；鸡内金为消化瘀积之要

药，更为健补脾胃之妙品；山楂具

有消积化滞、收敛止痢、活血化淤

等功效。 大凡由脾胃不和导致的脘

腹胀痛、口淡食少、舌苔白厚、食积

腹泻等症， 都可用该方来治疗，被

医学界称之为“治胃圣药”。

清光绪年间，朱震亨医学后世

传人朱礼成在贵州省黔南地区开

创“圣医堂”中医，秉承“慎其术

也，无往不利，德以行之，厥疾必

樛”的宗旨，继承了朱震亨的胃肠

秘方， 帮助无数胃肠病患者解除

病痛的折磨， 可说在当地久负盛

名， 很多胃肠患者不适往往并不

去医院就诊，而是来到“圣医堂”

中医寻医问药。

“圣医堂”中医传到第 5 代传

人朱御光时得以发扬光大。 朱御光

自幼习医，天资聪慧，7 岁的时候就

能熟记苗族当地 135 种特色药材

及药性，18岁被确定为“圣医堂”中

医传人。40多年的行医生涯中他治

好的患者有数万之多，其中不乏官

员和富商， 更多的是普通老百姓，

朱御光都一视同仁。 他常说，身体

有病是一种痛苦，只有花最少的钱

或不花钱把病治好，那才是真正解

除病人的痛苦。

名医后人

专注胃肠病独辟蹊径

经过多年潜心研究，朱御光发

现：朱震亨胃肠秘方中的地道中药

材经过特殊炒制后，药性比普通药

材高出数十倍。 朱御光进行了大胆

革新和改进，将胃肠秘方与贵州苗

族医药炒药技术相结合，采用“煅、

炼、烧、焙、烤、熔、烘”等秘法炒制，

再添加具有强力补气养血功效的

上等药材党参，于是制成新世纪中

医治胃肠的杰出代表“参术胶囊”。

5味药材经过“七味药火”秘方

炒制后，呈粉末状，药效和粘附能

力比普通药物提高 15 倍以上，堪

称目前起效最快、吸收最好的胃肠

病特效药。 可以说一副“参术胶囊”

相当于同时吃了消炎药、 止痛药、

粘膜保护剂、健胃片、益生菌等多

种药物。

参术胶囊养治结合的全方位

功效 12 小时持续起效， 不仅能深

入胃肠皱褶内，消炎杀菌，缓解胃

肠不适症状，还能有效修复受损胃

肠黏膜，愈合受创的溃疡面，提高

胃肠免疫力，杜绝胃肠反复。

患者服用后， 胃酸、 胃胀、胃

痛、泛酸以及各种胃炎、肠炎症状

迅速得到改善，胃肠患者平均医疗

费和住院费大大降低，胃肠癌变的

几率也大大降低，打破了胃肠病患

者常年吃药、三年一小槛、五年一

大槛、 十年癌变致死的可怕结局，

真正实现从根本治疗各种顽固肠

胃病。

根据贵州中医院、 同济医院、

协和医院等全国 12 家权威医院

“参术胶囊” 进行的综合性临床验

证表明： 参术胶囊治疗急慢性胃

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直肠

炎、结肠炎等胃肠病的治疗效果非

常理想，复发者极低！

20年专利保护中药

神奇在何处？

参术胶囊独特的配方和炮制

方法能够针对胃肠疾病形成、发

病、恶变的过程，抽死剥茧化病因，

深入胃肠死角祛病除根，治疗各种

胃肠疾病有着不可思议的效果。

2003年， 经过国家专利局审核，正

式授予“参术胶囊”国家专利保护

品种，享受 20年独家专利保护。 专

利号 ZL03117613.5

�一、药材好，药才好！参术胶囊

的药材采用苗岭深山采集的原生

药材。 这种药材经过几百年甚至上

千年的生长期，无工业污染，药效

比人工种植药材高出十数倍。 药物

成分进入体内后能紧密粘附在胃

肠内壁病灶部位， 持续 12 小时起

效，不会像常规药物一样随着食物

消化被代谢。

二、经过“七味药火”秘法炒制

后的药物药性要远高于普通药物，

所以能深层杀灭胃肠皱褶内的幽

门螺杆菌、 大肠杆菌等致病菌，吸

附并清除胃肠死角的垃圾毒素，就

像给胃肠做了一次大扫除。

三、能快速修复受损的胃肠黏

膜，并形成一层中药保护层，阻止

胃肠内壁进一步受损，还能为有益

菌的生长提供有利环境，恢复菌群

平衡，促进肠道有益菌繁殖，提高

胃肠免疫力，达到彻底杜绝复发和

恶变的目的。

防止胃肠恶变

有了国家级新药

参术胶囊的养治结合的全方

位功效等于同时吃了消炎药、止痛

药、黏膜保护剂、健胃片、益生菌等

多种药物， 治疗各种胃肠疾病，能

彻底根除死角，防止恶变。 经过国

家药监局的严格审核和长期临床

检验， 正式批准为国药准字 OTC

药品，成为专治胃肠疾病的国家级

专利新药。

比如，泛酸、烧心、胆汁返流、

呕吐、打嗝、食欲不振者，参术胶囊

可以帮助修复受损的胃肠黏膜，有

效阻止各种有害菌对胃肠黏膜的

侵袭， 并激活受损的胃肠黏膜，增

强胃肠动力，2-3 疗程解决胃肠各

种不适问题。

比如，消化不良、厌食偏食患

者， 参术胶囊从健脾养胃入手，理

气化滞， 提高人体消化及吸收功

能，2疗程就解决厌食偏食等问题。

比如，长期胃病患者，参术胶

囊能快速杀灭幽门螺杆菌，消除炎

症，而且还能治养同步，恢复胃肠

黏膜自我更新能力，提高胃肠免疫

力，2-3疗程杜绝恶变发生。

比如，慢性结肠炎和顽固性腹

泻患者， 参术胶囊能吸附给药，彻

底清除肠道内毒素垃圾，促进肠道

有益菌生长，增强肠动力，2 疗程后

腹泻、腹痛、慢性结肠炎等病都能

得到改善。

比如，轻、中、重度萎缩性胃炎

和担心胃肠恶变的患者，参术胶囊

多种活性成分可帮助胃黏膜再生，

恢复腺体正常功能，3-4 个疗程有

效逆转萎缩性胃炎、并预防癌变。

比如，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

参术胶囊 3 疗程就能快速修复胃

肠黏膜，愈合溃疡面，还能恢复胃

肠黏膜活性， 增强自我修复能力，

从而避免溃疡面再次复发。

比如，吃过多种胃肠药，始终

无法治愈的患者，参术胶囊纯中药

生物制剂，药性温和，治养同步，不

仅见效快，没任何副作用，花一次

钱，就能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完全

治愈。

参术胶囊凭借当天见效，一周

缓解症状，一疗程病症基本消除的

疗效，被全国 121 家医院认定对治

疗顽固胃肠疾病的首选用药。

四个疗程参术胶囊

母亲少挨一刀

2010 年3 月， 一位 70 多岁的

老人在儿子的陪伴下找到朱御光。

老人是已经患胃病 20 多年， 一直

吃药维持， 可是近来突然加重，经

常胃痛得头上冒冷汗、 脸蜡黄、手

发抖、直不起腰。 儿子赶紧送去医

院检查， 结果患有重度萎缩性胃

炎， 炎症已经波及胃黏膜全层，再

发展下去就是胃癌，必须手术。

可是母亲拒绝手术，坚持临死

前不想开刀。 孝顺的儿子经多方打

听，听说贵州有一个祖传的参术胶

囊能治疗胃病肠炎效果显著，这才

带着母亲行程千里找到朱御光。

朱御光诊断发现，老人属于胃

阴虚，导致气机不畅、郁滞胃脘、升

降失常。 朱御光给这位患者开了四

个疗程的参术胶囊。 看着处方，母

子一脸疑惑：看成分跟以前吃的药

没什么大区别， 真的能治好 20 年

的老胃病吗？

母子俩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服

用完了 4 疗程。 三个月后，母子俩

再次找到朱御光，还带着亲笔写的

感谢信———

人们惊奇的发现， 这位 70 多

岁的老人不仅红光满面、 步伐有

力、一点也不像上次见到那个病怏

怏的患者，而且老人自己讲，她现

在食欲好了，人也胖了，两个月了

胃痛再没犯过，没想到一剂中药竟

然抵得上手术的效果，参术胶囊真

神奇！

一副参术胶囊

治好一家六口人

李学涛是朱御光记忆最深刻

的一个患者，虽然 56 岁，可是已经

患有胃溃疡十几年了。 胃溃疡常年

不根治还会传染，后来家人陆续跟

着胃不舒服，去医院检查发现家里

6 口人竟然都有程度不同的胃病。

一家人常年吃药， 却丝毫不见好

转，李学涛也一筹莫展。

后来李学涛听说朱氏家族祖

传的参术胶囊能治胃肠病根，他坚

持服用了两个疗程后，胃痛、胃酸、

腹痛、腹泻完全消失，去医院检查，

溃疡面疾病愈合，胃酸、胃蛋白酶

分泌正常， 继续服用了一个疗程

后，经医院诊断，李学涛的胃溃疡

完全康复。

家人也开始服用参术胶囊，都

相继得到康复。 李学涛写来感谢信

说，胃病害苦了我们一家人，在没

有遇到参术胶囊前，我都不知道该

怎么办了，该吃的药也吃了，很多

疗法也试了，可都不见好转。 参术

胶囊不但让我十多年的胃溃疡彻

底好了， 而且还拯救了我们全家

人， 参术胶囊虽然不是灵丹妙药，

但确实是我们全家的大救星啊！

中医拯救

老胃病老肠炎

张国斌，64 岁， 在兰州铁路局

工作了一辈子，从年轻时就落下了

胃炎肠炎的老毛病，慢性肠炎长达

30 余年，十二指肠溃疡、胃炎也有

十几年的历史，经常烧心、泛酸、恶

心，胃部有饱胀感，往往在餐后加

重， 吃一点点都觉得胃胀得难受，

有时候大便还不成形，尤其是着凉

后加重。 在长达 30 多年的治疗当

中， 只要听说哪种药对胃肠有效，

张国斌都会去尝试，但总是吃了当

时有效，停药后病情又反复，伤透

了脑筋。

后来经一个病友推荐服用参

术胶囊。 一个疗程后，张国斌就感

觉胃舒服了，胃酸烧心胃胀明显缓

解，这让他很兴奋，觉得应该是找

对了药。 接着服用了一个疗程后，

大便成形，泛酸、烧心、恶心的感觉

没有了，胃胀、胃痛、腹泻也基本消

失了， 接着巩固了两个疗程后，张

国斌现在所有胃肠老毛病都没有

了，而且胃口好了，饭量增加了，人

也精神很多，30 多年的老胃病、老

肠炎终于彻底康复了。

后来朱老听说这个消息后很

高兴，还专门派人特地又送去 2 个

疗程的参术胶囊。

朱老常说，身体有病是一种痛

苦，我们作为医者，最高兴的就是

帮助病人解除痛苦。

朱老也是最快乐的，因为参术

胶囊已经让数十万胃肠病患者解

除了痛苦，找回自己的健康。

后 记

关于参术胶囊，我们并非是要

鼓吹它是什么灵丹妙药，但是它用

实实在在的效果征服了全国数十

万胃肠病患者，也征服了众多医学

专家。

301医院中医内科主任医师赵

建成：参术胶囊母方来自朱震亨的

胃肠秘方，在古代是一个很有名的

燥湿健脾的方剂， 治疗消化不良、

胸膈胀满、恶心、呕吐等症状都有

非常好的效果。 参术胶囊的神奇之

处在于它融合了“七味药火”秘法

炒制工艺，是目前吸收最好、见效

最快的胃肠特效药。

同济中医学研究院蔡胜华教

授：朱老将祖国中医与贵州苗药的

技术融合贡献出良药参术胶囊。 它

“养治结合”的特殊效果，不仅能修

复受损胃肠黏膜，还能促进胃肠黏

膜的更新和再生，同时还能为有益

菌提供营养物质，促进自身有益菌

生长，增强肠道免疫力，从而防止

胃肠疾病复发。

针对当前，夏季高温胃肠疾病

高发期，朱御光教授的弟子和课题

组部分专家来到长沙，广大胃肠病

患者， 可拨打专家咨询热线 ：

0731—83397510， 进行电话问诊。

另外在专家在线诊断期间，患者可

享受买 10 送 3，买 20 送 10 的用药

优惠。 时间仅限 3天。

目前， 应广大读者强烈要求，

“参术胶囊” 湖南工作站特研究决

定授权以下指定经销药店， 长沙：

劳动路赤岗冲家润多对面康寿大

药房，浏阳：中医院下 50 米仁济大

药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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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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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市委对面康源药

店。

与金元名医论治顽固胃肠病 哪个更强?

老胃病老肠炎

100 天见证奇迹!

朱御光，78 岁，“圣医堂”中医世家第 5 代传人，贵州省著名老中

医，贵州省黔南地区特聘医疗专家。 曾多次被评为贵州省特级劳动模

范，1990 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91 年荣获“中国中医药优秀专

家”称号，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朱御光凭借一副朱氏家族祖传的

“参术胶囊”获得国家 20 年专利保护，震惊中外医药界。 数十年来，

“参术胶囊”治愈了数十万顽固性胃肠病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