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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医学组织最新研究成果发现：人
体细胞缺磁，血液离子化不足，血液粘稠
凝结成栓，形成严重的心脑血管病，中国
稀土永磁是地球上唯一实现安全、快速细
胞补磁的稀缺矿物质......

“国科稀土永磁毯”
睡一觉，细胞补磁，离子
溶栓，7 天净血液，10 天
清栓塞，血液循环畅通，
快速告别心脑血管病,不
复发！

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
患者尤其是伴有动脉血拴、静
脉血栓、 脑血栓、 脑梗塞的患
者，使用“国科稀土永磁毯”证
实稀土永磁、负离子、远红外线
能量，能够使血流变顺畅，血栓
溶化，血管阻力降低，全身微循
环畅通。

■ 第一阶段：血液粘稠度
降低，小的栓块逐渐消融。

■ 第二阶段：血管内壁斑
块由大变小，血液离子化、流速
增加。

■ 第三阶段：血栓斑块消
失， 血管管腔增大， 管壁变光
滑。

■ 第四阶段： 血液稀释，
血流畅通，颜色正常，无流动小
栓子，血压血脂检测也正常。

四大慢性病 越睡越管用

社会聚焦》》》
有史以来最简单易做的长寿方法———

在世界五大长寿乡之一广西
巴马长寿村， 流传着这样一句顺
口溜：“70 不算老，80 满地跑，90
也敢下河洗澡”。

三大条件具备
人人都可活到 100岁

几十年来， 中外科学家对广
西巴马长寿地区进行实地考察，
认为巴马的长寿现象除了水质外
还具有下列三大因素：

一、阳光—远红外线：巴马的
日照时间长， 而且 ８０％以上是被
誉为“生命之光”的远红外线，它
能不断地激活人体组织细胞，增
强人体新陈代谢，改善微循环，提
高免疫力。

二、空气—负离子：巴马的空

气负离子能有效地消除人体内的
氧自由基， 又能使人体的体液保
持在弱碱状态，解除疲劳，慢性疾
病得到康复。

三、环境—地磁：巴马的地磁
强度远远高于其他地区。 一方面，
一定的磁场强度能改善人体的血
液循环，特别是微循环，改善人体
的新陈代谢， 调节人体的离子平
衡和阴阳平衡；另一方面，通过磁
力线的作用， 长期保持血液离子
化，降低血液粘稠度，清除微循环
堵，发挥生命的活力。

国科稀土永磁毯
睡出百岁不稀奇
长寿是每个人的梦想， 可是

每个人的环境都符合长寿的要求

似乎是不可能的事。 医学技术的发
展总是给我们带来惊喜， 最近，一
种国家高科技产品的上市，让我们
每个人的长寿梦想成为可能，“国
科稀土永磁毯”选用高科技负离子
针织面料、 表面采用国家战略资
源—稀土远红外线涂层、根据人体
穴位铁别镶嵌 64枚稀土永磁。

这是国家科技、军工、医学三
大部门历经七年的研究探索研制
成功的“国科稀土永磁毯”领先国
际稀土医学三大成果。

一、 首次绘制出人体磁穴疗
法穴位图， 并用于对慢性病的治
疗。 二、 首次将稀土用于医疗领
域，开创了稀土医学的先河。 三、
开创性的将人类长寿所需要的三
大因素融为一体， 并使效能提高

几十倍，让你在睡梦中祛病长寿！

万种长生不老药
不如“稀土”毯上睡大觉

中国稀土医学研究会长王
大年教授说：睡在“稀土永磁毯”
上就像生活在长寿之乡一样，每
天睡上一觉， 负离子给你的空气
营养， 就好像你天天在高压氧舱
里疗养，身体内的毒气、晦气、浊
气统统被呼出， 让你身体每个细
胞都重新焕发了活力。 稀土红外

线涂层，让你躺上 10分钟形成热
反应，身体暖融融微血管扩张，血
液加速循环， 清除血管囤积物及
体内有害物质。“国科稀土永磁
毯”共镶嵌永磁体 64 枚，形成人
体 34个循环磁场，人睡在上面可
以快速给血液细胞补磁， 使血液
离子化程度加快，降低血液粘稠，
清除血管堵塞，使血管自然舒张，
炎性反应消失， 动脉粥样硬化好
转，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风湿
骨病、肾虚得到康复。

高血压、冠心病、脑血栓、风湿骨痛患者疯狂追捧“国科稀土永磁毯”

“这药，那药真不如稀土毯上睡一觉，国家科技，稀土永磁真神
奇，天天睡大觉，心好脑好血管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像大多数“高血压、高血脂、高血
糖” 患者一样，63岁张女士吃了降压
药，血糖、血脂高了，吃了降糖的，血
压、血脂又高了，张女士说吃药就像
玩跷跷板，这个低了那个高，按住葫
芦泛起瓢。她看书上说这心脑疾病猝
死多在晚上和凌晨，每天晚上她都提
心吊胆的，就怕哪天醒不过来了！

自从用上“国科稀土永磁毯”，
不到半个月，胳膊不麻了，胸口不疼
了，也不头晕了。 睡了三个月血压、
血糖、血脂全降了，就连多年的腿疼
也好了！。 张女士逢人就夸：“国科稀
土永磁毯”是咱“三高”人的保命毯，
不用打针吃药，无需坚持，每天睡在
上面，天天理疗，慢性病全好了！

降压药越吃越少，停了！ 血压又稳又平，好了！
每天"国科稀土永磁毯"上睡美

觉，我发现降压药吃的越来越少，终
于不用服药了； 血压一天比一天平
稳，正常了；就像把猛虎拴进了铁笼
里，再也不怕它跑出来了；症状一天
比一天少，消失了，再也不难受了。

头不晕了，胸口再也没有闷的感觉，
眼不花了，睡眠好了；心不慌了，胸
不闷了，精神倍爽；腰不疲了，腿不
乏了，身体壮了。担惊受怕的日子一
去不返了，生活重新过得轻松如意，
有滋在味！

“稀土”搬到家，不用做支架，还省了五万八！
我和老伴都是冠心病，2009 年

12 月，女儿们把我俩送去做手术，因
太贵，我决定放弃，老伴做了搭桥。
术后，她仍然出现头晕乏力，胸闷胸
痛等症状， 各种维持性药物还得大
把的吃，医生说了，手术只能解决局
部问题，不等于从此就安全了，必须
预防其他部位的栓塞再次发生。

有一次我到药店买药， 看到很多
人抢“国科稀土永磁毯”， 说睡觉就能
治冠心病，我抢购了一条，三天后胸部
就变得轻松了，一个月后心绞痛、心慌
气短现象就消失了，三个月后，我们再
也没发过病。 4个月后，我造影检查发
现心血管畅通无阻， 幸好我当时没做
支架，给儿女们省了好几万啊！

一睡降“三高”，不怕半夜鬼敲门！

安全康复心脑血管病 稀土永磁毯走进大会堂
“国科稀土永磁毯”一经问世就

受到老一辈的关注， 在最近的一次
大会堂老干部恳谈会上， 作为礼品
免费发放给了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同
志。科研组主任、稀土医学专家李埠
教授兴奋地说：“这些老同志为国家
贡献一辈子， 现在光荣退休应该安
度晚年， 稀土永磁毯不是一般的磁

疗用品， 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可以达
到细胞补磁的高度， 对于老同志常
见的高血压、 高血糖 3天就可以测
量到效果，7 天后一般的高血压明
显稳定，血糖基本上不会再升高，血
液粘稠度降低，血液活力增强，流速
加快，30-60 天基本上达到临床康
复效果”。

●“国科稀土永磁毯”历经七年研
制成功， 我们保证当天 98%使用
者一下感觉明显：

如果你有食欲差、 打嗝饱胀
感，或是便秘、尿频尿急、失眠等
问题，睡在"国科稀土永磁毯"马
上就有改观。 胃口好、吃得好、喝
得好。 大便畅通、撒尿畅快、睡得
香。 这是 98%的使用者反馈的信
息，你马上能感觉到的。

●为啥都用“国科稀土永磁毯”，绝
对高科技，7天到 30天，97.3%使用
者反映效果神奇， 身体保证有以下
感受：

不感冒，精神好！你很难再感
冒，疲乏无力、爱打瞌睡，老打呵
欠这些没精神的状态消失。 腿脚
有力， 整个人的气色都变得特别
的好，浑身上下透着精神劲。比吃
药还少了副作用。

●“国科稀土永磁毯”国家推广。
30 天到 60 天，99%中老年见证
慢性病得到很好康复：

高血压、中风偏瘫、冠心病、
动脉硬化、 糖尿病相关症状渐渐
缓解。 如心悸、心绞痛、眩晕、耳
鸣、肢体麻木、四肢冰冷、脖子僵
痛、活动不便、流口水、语言障碍、
视物模糊、瘙痒、乏力这些症状会
不知不觉的好转。

世界科技 国家标准生产

国科品质 三大见证

心梗、脑梗、血压高......

①

④

③

②

生命探索：“国科稀土永磁毯”打通微循环

“国科稀土永磁毯”为什么被广大慢性病患者赞誉为“养
命毯”、“保命毯”，原因就是它是当今世界公认的“微循环康
复之王”。

医学证实：微循环畅通与否，决定了疾病的严重程度及
生命的长度，人体微循环具有两大功能，一是直接给细胞供
血、供氧、供给能量及营养物质，同时将对人体有害的物质排
泄掉。道路堵塞城市瘫痪，微循环堵塞生命危险，如果人体大
小循环出现瘀堵，人的疾病就会加重，生命就会受到威胁，特
别是血管堵塞，常常是老年人生命杀手。

“国科稀土永磁毯”经过国家相关部门历经七年的研究，
将稀土永磁与中医人体穴位完美结合，开创了"磁穴疗法"新
领域，首次实现了细胞补磁的突破。经临床验证，对因微循环
所引起的各种慢性病的彻底治愈开创了新时代。

●“国科稀土永磁毯”历经七年研制，冠心病引发胸闷，胸痛，
心悸，心律不齐患者：

验证：“国科稀土永磁毯”对于冠心病患者的功效近乎完
美，长期使用预防猝死、心梗、心衰的效果令人满意，每天睡
一觉，从此身心更健康！
●“国科稀土永磁毯”历经七年研制，心绞痛、心梗引发心肌
缺血、疼痛甚至有突发猝死危险的患者：

报告显示：“国科稀土永磁毯”对于不同程度的患者总体
的心肌修复率可达 75%,同时，磁离子进入血液细胞后，可有
效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是目前安全、有效，值得选择的
非药物治疗方式。
●“国科稀土永磁毯”历经七年研制，心衰引发积水浮肿、晕
痛无力、器官衰竭、血栓凝结阻塞患者：

验证：“国科稀土永磁毯”对于心脏动力的有效恢复已经
获得了国际医学界的高度认识，众多患者不支架、不搭桥、每
天接受磁穴治疗，即可远离心梗、心衰危险。
●“国科稀土永磁毯”历经七年研制，脑中风、脑梗塞、脑血
栓、脑供血不足等脑血管疾病患者：

专家赞誉“国科稀土永磁毯”在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早已引起
了生物学界、医学界、药学界的广泛关注与高度重视，高达 97.6%的
临床康复率，被誉为“二十一世纪脑血管疾病的康复之王”。

国科稀土永磁毯半价体验

热线电话：0731- 85280758、85280728
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特大
惊喜

专利申请号 201120015612.X

采用进口负离子布料，枕头连体设计，以保证各部位效果；面料表面采用美国远
红外涂层制造并有人体穴位循环图，循环磁场镶嵌有稀土永磁体 60枚以上。

11 月 10 日 至
14 日期间 （仅限 5
天），购买“国科稀土
永磁毯”可享受半价
体验活动，湖南特批
500 条，先订先得！稀
土永磁毯可长效使
用十年！ 一次购买，终身受益，超值划算！

指定经销：
长沙：东塘星城（养天和）大药房
火车站阿波罗药品柜
五一路平和堂大药房
河西通城新一佳药品柜

东塘平和堂
南门口大药房（原好又多药号）
星沙：旺鑫大药房
望城：工农大药房
宁乡：开发药号

浏阳：仁济药店（北正中路 43 号）
株洲：贺家土健康堂大药房

（建设路浩天宾馆斜对面）
常德：战备桥大药房（红绿灯旁）
益阳：平和堂大药房（市水利局斜对面）

岳阳：土桥友谊医药商场
衡阳：民生堂中心店（解放路附二医院旁）
江东国泰药号（湘江宾馆旁）
娄底：长青中街 33 号橡果国际

活动期间，每天前 30名打进电话订购另有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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