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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榜

� � 65岁的李大爷患心脏病 13年了， 一年前三分之一心肌梗塞，血
管堵塞 50%，经常气短、喘不过气来，憋得脸发紫，手脚无力，浑身发
软。医院建议做心脏搭桥手术，因为考虑到费用高、风险大始终没做。
后来在报纸上看到【心舒丸】的介绍决定买三个疗程试试，实在不行
再考虑手术。

服【心舒丸】当天感觉胸口透气，喘气也顺了，好多年没这种感
觉。服用 7天后，胸口不疼了，心绞痛的发作次数明显减少了，脸色红

润了。 四个月之后，之前所有的症状消失了，人也精神多了，冠状造影显示堵塞减少了 40%，
已经不用再做手术了。 看到这个结果简直惊呆了。 为了巩固疗效按专家指导又服用了一个
月，没想到血管硬化斑块完全消失了，这种药神了！ 价钱和搭桥手术费没法比，这下可好，省
下好几万，又治好了我的心头大病，我真是不知道怎么感谢【心舒丸】厂家和工作人员。

我今年 56岁，前年发生急性心梗住院，抢救费就花了两万多元。
出院后，虽经常吃医院开的药，仍感胸闷、呼吸困难并伴有水肿，那
时真是万念俱灰。 因为我知道，这个病是一辈子的事，还要经常拖累
家人和朋友，感觉生活真是无奈。

上个月，家人和朋友几乎同时向我推荐了心舒丸，得知它是专药
专治心脏病的，我决定试一试。 奇迹发生了！ 吃到十天时，心脏的不
适应症状消失了，疼痛感没有了，胸闷气短现象也大为好转。 我现在
正服第二个疗程，身体和精神状态越来越好， 心舒丸真是救命药！

万念俱灰的我碰到了救命药

广告说的再好 不如百姓口碑好！

� � 以牛伟新博士为首的中国心脏病专家
组，经过多年呕心沥血的苦苦探索，终于发
现了根治冠心病的高分子活性聚合物———
超级活心肽， 掀起了一场根治冠心病的重
大革命！

专家们将丹参、三七、冰片、藤合欢、木
香、 苏合香等药材置入特殊的试验环境，进
行分子筛的临界流体聚合，药物分子相互影
响、相互重组形成超级活心肽。

2006年 5月 5日，“世界心脏病学术交
流暨调查分析大会” 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
城举行，中国代表团团长、世界心脏病协会
理事牛伟新博士发表名为《超级活心肽的
重大发现及临床应用》的重要论文，得到与
会各国专家的一致首肯， 全场响起热烈掌

声持续八分钟。
全球知名心脏病专家德奥普·理斯特

博士郑重宣布：超级活心肽的发现和应用，
标志着世界医学史上根治冠心病的时代已
经到来！

美国《世界医学杂志》将超级活心肽评
为 21世纪重大发现之一。该杂志还专门指
出：谁掌握了活心肽，谁就能在人类征服冠
心病的宏伟大业中力主沉浮！

经过严格的临床功效试验证实，超级活
心肽具有出类拔萃的治愈冠心病的功效。

◆ 心脏起搏器功能：激活因缺氧缺血
而濒临死亡的心肌细胞， 强力改善心力衰
竭功能，快速修复心肌收缩功能。

◆ 血管清道夫功能：超级活心肽与冠状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极
具亲和力， 迅速相互
吸附、融合、转化为正
常的血管平滑肌，使
堵塞、 狭窄的血管变
得通畅， 血管内膜恢
复光滑平整的状态。

◆ 清除血脂功
能： 超级活心肽能中
和血管中游离的胆固
醇和甘油三酯，并通过排便排出体外，避免
动脉粥样硬化的再次形成。

目前， 国内首个超级活心肽为主要
成分的国家中药保护和保密品种———
【心舒丸】， 针对冠心病起效快， 疗效显

著。 服用后胸闷气短、呼吸困难等症状明
显改善，心绞痛、心肌梗塞等症状减少直
至消失，心脏跳动平稳有力，就像焕发出
重生的青春活力， 因此被国内外学术界
称为“活心疗法”！

重大发现：心脏病是可以治愈的

国药【心舒丸】专治心脏病 免支架 免搭桥 远离猝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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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支架搭桥并非患者的理想选择 徐涛
教授介绍说：大量的心脏病手术已经成为心
脏病患者无奈的选择，一方面，患者由于病
情严重，而不得不采取手术缓解；另一方面，
手术也是治标不治本，大多数患者即使做了
手术，术后也都会出现再狭窄，况且，心脏病
手术不但费用比较昂贵， 一般需要好几万，
而且风险系数很大，不少人会出现脑部受损
等后遗症情况。 因此，心脏支架搭桥并非患
者的理想选择。

专药专治四疗程停药 【心舒丸】形成
了以“超级活心肽”为主要成分，通过活心、
强心、养心、舒心达到根治心脏病的目的。

徐涛教授指出，【心舒丸】突破了以往
药物只能溶解动脉斑块或者单纯扩张血
管的局面。 它能够使血管恢复活力，使血
液畅通鲜活，同时抗血栓及血小板凝结，
抗心肌缺血， 抗心绞痛， 抗风湿性心脏
病，抗缺氧、抗氧化，从此切断了复发的
根源，四疗程即可停药。

��������5 天活心：替代心脏起搏器打通心脉。
服用当天见效，用药 4-7 天，惊慌心悸、胸
闷气短、呼吸困难、心悸缺氧导致的嘴唇发
乌、心绞痛等症状明显改善，睡眠踏实，体力
明显增强。

10天强心：保证心肌供血充分，心脏血
液输出量增加，用药 7-15天后，房颤、早搏
基本消失，心绞痛不再发作，长期卧床的患

者能下床作简单的体力活动。
30 天养心： 同时配伍的益气养血之品，

对心脏进行养护。 服用 20-30天后， 气血充
足，心肌旺盛，睡眠质量提高，血压趋于平稳。

60天舒心：用药 2-3月后，心脉被完全
打通，心脏功能恢复正常，患者精神气爽，
面透光泽，精力充沛，心情舒畅，达到心平
气和的境界。

�������【心舒丸】一经问世，就受到广泛关注，
很多北京、天津等地的老同志是【心舒丸】
的服用者。 国家计生委退休的张大爷说：
“患心脏病多年，心口疼，呼吸困难，发病时
什么也不想干。 现在终于有了专药专治心
脏病的国家保密产品了， 感谢国家制出这

么好的产品，再也不用担心了！ ”天津港离
休的李奶奶说：“只要听到一点响动， 心跳
的就特别快。 现在好了，有了【心舒丸】，等
病好了，继续为国家发挥余热。 ”受益者表
示，【心舒丸】服用后见效快，疗效好。 服用
2-4个疗程即可达到治愈。

��������由辽宁华鑫药业研制出的， 由卫生
部中华心脏病康复工程指导中心等国内
19 家权威治疗机构一致推荐的全能型专
药专治心脏病药品【心舒丸】在国内市场
公开登陆，因其药力宏大，起效迅速，疗
效显著，价格低，深受心脏病患者的认可
和赞誉。

【心舒丸】几年前就已经通过国家审批
上市，但因质地纯正，入药珍贵，无毒副作用，

疗效好，见效快，一直出口俄罗斯、比利时、卢
森堡等东欧地区，获得外国友人一致认可，部
分国内销售只面向北京、天津、广东等地高干
医院和疗养区作为老干部特供专用药。 国内
广大心脏病患者多次上书卫生部强烈要求
【心舒丸】在国内扩大销售，为此，国家专门投
资 2亿元改扩建了原有【心舒丸】生产线，至
此，患有心脏病的三湘父老才有机会购买到
这么好的专药专治药品。

北京、天津等地很多离休老同志用【心舒丸】，心脏病好了

60天创造“心”奇迹

千呼万呼，终于来到长沙

专药专治 四疗程停药
前解放军 305医院院长徐涛教授的心声

张阿姨 长沙市区天心阁古稻田 37号 电话：15084734081�

找对药 找好药 原来拥有健康很容易
� � 我 20 年的冠心病，药都吃老了，吃了多少也记
不清了。 要说这 20年来，可多亏了我的老伴啊，我的
病后来严重到生活都不能自理了，为了治病，家里的
积蓄都花光了，还要省吃俭用，心里真不是滋味，有
一天我拉着老伴的手说：“老头子，我这病不治了，你
就让我去吧，你再找个身体好的，好好地伺候你。 ”他
含着泪说：“不管多难咱这病都要治，你要走，我和你
一起去！ ”

老伴经常跑药店，对心脏病的药了如指掌，他从
不听营业员介绍，就蹲在药店里，看哪个品种回头客多，就证明这药的疗效确实好。 功夫不
负有心人，凭着这股倔强还真淘到了它，最近他发现买【心舒丸】的人特别多，就和买药的人
聊天，了解到【心舒丸】还真是好药，并且专门治我这种病，疗效好，见效快，一打听价格还不
贵，没想到是我们普通老百姓都能买得起的好药。

我服用【心舒丸】一疗程后，胸不闷了，气也不短了。 三个疗程后，我能和老伴上公园转转
了，还能到市场去买东西了，浑身觉得都有劲了。 要是早有【心舒丸】，何必让我们老百姓遭这
20多年的罪啊！ 我一定要好好活下去，和老伴一起到老。

花小钱 治大病 省下好几万

功能与主治：理气止痛、活血化淤。 用于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心肌劳损、心律失
常、心室肥大、心梗心力衰竭以及引起的：心烦、心慌、心悸、胸闷、憋气、气短、呼吸困
难、冠状动脉硬化、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等症状。

授权经销点：全国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长沙市中正人民路门诊部(原湖南中医学院人民路门诊部、人民中路 468号曙光集团对面）、平和堂药号（五一店、东塘店）、东塘楚明堂
大药房、东塘星城大药房（养天和）、好又多大药房（南门口）、河西通程新一佳大药房、火车站阿波罗药柜、蓝色地标大药房(省人民医院
斜对面）、井湾子新一佳崇源堂大药房、誉湘大药房（马王堆派出所对面）、火车站楚明堂大药房、红星步步高楚济堂大药房、火星镇楚济
堂大药房（凌宵路 63号天泰花园一楼）、东风路永康堂大药房（华银旺和超市）、永康堂大药房(八一路八一桥旁）、汽车西站康寿大药房
（西站公交车进站口对面）、河西步步高广场负一楼楚济堂大药房、新开铺新一佳超市康寿大药房、雨花区华日大药房（解放东路一号、
桂花路 396号） 星沙：凉塘路 96号望鑫大药房、新一佳楚济堂大药房 宁乡：神州大药房 望城：旺和大药房 浏阳：钰华堂大药房
株洲：贺家土健康堂大药房、平和堂药号 湘潭：潭城药店（潭城商厦一楼）、福寿昌医药堂（河东建设南路华宇大酒店南侧）

★ 中华心脏病康复治疗指导中心用于心脏病治疗重点推荐药
品 ★ 中国登山运动员指定常用药 ★ 北京 120 急救中心定
为必备用药 ★ 国家中药保护品种 国家中药保密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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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舒丸】 1000 万元特惠活动湖南全面启动
通告：辽宁华鑫药业有限公司在全国范围开展特惠活动以来，以高品质、见效快、疗效好，受到北京、天津、广东等地
数百万患者追捧，现湖南范围内举办五天 1000万元特惠活动，期限为 3月 25日 ~3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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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一次性购 3 盒以上者， 凭购药凭证可到长沙市中正人民路
门诊部(原湖南中医学院人民路门诊部、人民中路 468 号曙光集团
对面） 免费办理会员卡（凭会员卡可享受五星级的售后服务）。

� � 中华心脏病康复工程长沙指导中心由专家组成员李教授亲自坐诊，
为您免费设定康复方案并跟踪治疗直至康复。 专家提示按疗程服用。

1、
2、
3、
订购
热线0731- 82522566��82522567400-705-5166

每天前 100 名打进电话者，有更大更多的惊喜等着您！

辽药广审（文）2011020032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