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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骨病抓住救命稻草
最近，一种骨病治疗新方法，从美国悄然

流行到中国；北京老干部们反映：十几年的老
腰突，不到两个月，就回缩正常；很多颈椎病骨
刺两周期就消融；疏松空洞的骨头变得致密结
实；腰腿痛等骨关节病，更是 1 周期就能疼痛
减轻至消失，不再要手术；骨病患者都把这种
疗法当成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笔者接到领导让我去的通知，对此进行了
深度调查。

见到第一个采访对象， 笔者还以为搞错
了，眼前这位大妈，大步流星地走上来跟我握
手，一点也看不出来，这曾经是一个卧床十年
的骨病患者。

仅 5%患者适合做手术
大妈姓刘，1999 年查出腰椎间盘突出，大

妈回忆说：“那年冬天搬白菜， 就十棵大白菜，
我感觉这腰突然断了一样，瘫倒地上，医院确
诊是腰椎间盘突出、腰椎骨质疏松伴腰椎压缩
性骨折、边缘还有骨刺，大夫说算我命大，突出
的髓核已经压迫神经，离骨髓只有 0.5毫米，如
果再稍微一使劲，压迫到骨髓，就永久性瘫痪
了，无法恢复了。想做手术但风险太大，大夫说
只有 5%的腰突患者适合做手术， 而我的腰椎
骨里面全空了，就像个鸡蛋皮，一碰就碎，根本
就没法钉钉子，我就没敢做，从那以后上下床
都得孩子们搀扶，汤药、针灸、膏药，治完还那
样，每天晚上都疼醒。 ”

骨刺就剩一个小白点
2011 年，刘大妈看新闻，看见全国骨质疏

松委员会主任刘忠厚教授，已治愈 3 万多骨病
患者，凡是别的地方治疗没效果的，凡是吃别
的药不管用的，凡是放弃治疗绝望的，到了刘
教授这都能治好；刘大妈动了心思，瞒着儿女
悄悄地买了几盒药， 刘教授派人给送到了家，
没想到当天吃， 就感觉有东西往腰椎骨里面
灌，腰板有劲，腰疼减轻，第一次睡了个安稳
觉；两个周期后一点都不痛了，能坐起来，自己
系扣子、穿裤子都不成问题；三个周期后行动
自如，基本就和正常人差不多，到医院拍片，发
现腰突已回缩、原来呈黑色空洞的椎骨也长成
白色密实的骨头，原来长骨刺的地方就剩了个
小白点。

一个膝盖，拯救全球骨病人
告别刘大妈，来到全国远离骨病养骨工程

北京基地见到了刘忠厚教授，我国骨质疏松学
的创史人（编写了中国第一本骨质疏松专著），
美国骨矿研究学会形象大使，世界知名骨科医
学泰斗；刘老说：早在 2002 年，我们中国骨质
疏松委员会就和美国科学家一起开展了骨病
科研合作，在观察青年黑人的膝盖骨和软骨组
织切片时，发现了保证成骨细胞旺盛繁殖的营
养物质，科学家将其命名为成骨素。

老年人体内缺乏成骨素， 新生骨细胞不
足，骨和软骨自然老化、疏松、空洞，直接导致
骨质疏松、骨折、骨刺、颈腰椎等骨关节疾病，
迅速恶化。

事实上，就像人离不开维生素一样，骨头

离不开成骨素。

“海参八宝”在北京老干部中流行
根据美国成骨素成果，刘老参与开发并积

极推广的“维骨八宝”，近年在北京退休老干部
中掀起一股健康热潮，功效惊人，被大家亲切
称为“海参八宝”。

日前，刘忠厚教授在《参考消息》健康大讲
堂上，揭开“海参八宝”的神秘面纱，里面没有
人参、鹿茸、犀牛角这些东西，而是国际医学界
高度认可的 8 种物质，海参、鲨鱼软骨、柠檬酸
钙、氨糖、胶原蛋白、维生素 D、大豆异黄酮、葡
萄籽，按专利配比，功效惊人。

富含成骨素、 以及成骨干细胞增殖生长所
需的钙、蛋白质和微量元素，增加骨密度，修复骨
关节，润滑关节活动自如、从根上祛除骨痛骨病。

神奇方子：关节痛不再，生活好自在
为什么有海参、鲨鱼软骨？ 一条活海参，切

成几段，过不久就长成了几条海参；鲨鱼一生
都在不停换新牙，保持牙齿坚固锋利。 科学家
利用海参、鲨鱼神奇的成骨素再生能力，再加
上氨糖，促进软骨细胞的再生，修复关节软骨，
关节炎就会不药而愈。

骨质疏松本身就是身体老化的表现，这个
“方子”有大豆异黄酮、OPC（葡萄籽提取物），
这都是国际上大名鼎鼎的抗衰老物质。配合柠
檬酸钙、维生素 D以及胶原蛋白等骨骼基础物
质，促进骨质坚硬，不骨折了，即使骨折了也会
加速愈合。

无论是骨质疏松腰背痛、 骨折后难以愈
合，还是关节痛，僵麻，肿胀变形，服用后都能
获得满意效果，哪里都不痛了，腿脚有劲，扔掉
拐杖轮椅，不用手术。

老军人咬牙爬出卫生间
维骨八宝在康复骨病的三期临床中，治疗

效果相当好，这在骨病康复领域是个奇迹。 在
刘教授的讲堂上，某干休所一位姓田的老军人
说起自己的经历， 他年轻时在黑龙江支援边
疆，环境艰苦，患上了严重骨关节炎，一直靠吃
药顶着。 这几年严重了，腿关节钻心痛，疼得牙
齿咬得咯嘣响， 好几次上厕所蹲下就起不来，
倔强的他硬是自己爬出去，想到曾经铁骨铮铮
的硬汉现在成了废人，忍不住流下热泪。 动过
三次手术，一次切除骨刺，两次关节镜清理，后

来医生说还有最后一招， 换上金
属的人工关节， 老军人这次死活
不答应了。

半年前， 一位老军长给他推
荐“海参炖八宝”，他想反正死马
当活马医，吃就吃，吃了一个月，
明显发现疼痛减轻， 晚上也能睡
个安稳觉，腿脚有劲，还能试着一
溜小跑。 有意思的是，他给老战友
们打电话“命令”，“我吃好了，我
能说假话吗，你必须吃！ ”

骨质疏松为何难以察觉？
上海一位骨质疏松患者，才

60岁， 最初时晚上睡觉后背骨头
疼， 还慢慢地出现驼背、 罗锅倾

向，喘气都费劲。 也不知道这是骨质疏松的症
状，直到 2006 年，一年里出现三次骨折，整天
卧床不敢下地，到医院一检查，骨头里都是空

洞的、像风化的木头一样，都是酥的，才明白是
得骨质疏松；吃维骨八宝后，骨头变结实。 一个
月睡觉时后背不疼了，2个月后能下地自理，吃
的一年里一次骨折都没出现， 去拍片子一对
比，原来骨质疏松黑黑的空洞地方，在片子上
都是白的，表明骨组织已经致密结实。 整个人
看着比以前高了，老人目前依旧坚持服用维骨
八宝，访谈时表示：只要我活着就吃维骨八宝，
自己不遭罪，儿女不受累！ 活到最后一天都能
自理，我就知足啦！

专家警告：老人骨脆脆，骨折伤不起
打个喷嚏就骨折、弯下腰就瘫倒，要是年

轻人，肯定没有人相信。 放在老年人身上，却是
再正常不过了。

在百度上搜索“老人跌倒骨折”，找到相关
结果约 1,860,000个，可谓触目惊心：

“七旬阿婆一声咳，脊椎骨折”
“老人打一个喷嚏，腰椎骨折”
“大巴把老人颠得腰椎骨折”
“老人公园晨练滑倒摔成骨折”
“老人做家务，地滑摔倒骨折”
我国骨质疏松学创始人、 中国老年学学会

骨质疏松委员会主任委员刘忠厚教授接受人
民网健康频道采访，谈到骨质疏松、骨关节病给
老年人造成很大危害：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
要有人端水端尿，真是“父母遭罪，儿女受累”。

很多中老年人吃钙片， 专家明确指出，单
靠补钙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补充 8 种复合骨物
质，才能全面保持骨骼健壮。

维骨八宝萃取“海参炖八宝”成骨素精华，
活细胞提纯， 服用后迅速全面补充筋骨营养，
催生大量成骨细胞，增加骨密度，修复骨关节，
有条件的中老年人抓紧用上，骨骼健壮，让父
母不受罪， 让儿女不受累。 骨病免费热线：
400-049-6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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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 24 小时内，成骨素作用发挥，疼痛
感觉立刻减轻， 腰部像有东西灌入， 感觉有
劲。

服药 15 天，腰腿疼痛明显减轻，抽筋减
少，关节轻松，症状轻的患者活动自如，重症
患者显著好转，夜间睡觉不再痛醒。

服药 1-2 周期，突出的椎间盘回缩，骨刺
逐渐缩小，解除神经压迫，疼痛、肿胀、晨僵、
肢体麻木、屈伸不利完全消失，重症患者关节
活动灵活；

服药 3-4 周期，成骨素全面增加骨密度，
康复骨关节，免疫系统恢复正常，人变高、皮
肤变好，行走自如，骨病不再反复。

左图：70 岁老人膝关节图， 箭头所指呈灰黑色，表
明骨质疏松、出现空洞，产生骨刺、骨折

右图：20岁的骨组织富含成骨素，致密结式；60 至
80 岁，成骨素大量流失，骨组织越来越薄，最后就
像鸡蛋壳，一碰就碎。

最后挽救：切除关节换骨头

骨质疏松和骨关节炎，根源是硬骨疏松变脆、关节软骨退化磨损，“一把老骨头，
关节骨磨骨，怎能不痛苦？ ”

如果不能坚固硬骨，修复软骨，结果是———弯腰驼背易骨折，关节疼痛受折磨，病
人日夜活遭罪，家属花钱还受累。

骨关节炎到了晚期，关节破坏严重，只能
做人工关节置换手术； 高龄老人骨折难以愈
合，也只能换人工骨关节。 病人一听到要换金
属关节和骨头，腿都吓软了。医生劝告“没那么
可怕，就像换假牙。 ”真实手术是怎样的？

针对晚期关节炎：切开关节囊，切掉关节
表面的破损软骨、滑囊和骨膜，把骨赘（俗称
“骨刺”）磨削掉，换上金属人工关节。

针对高龄老人股骨骨折： 切开关节囊，剪
断韧带，把骨折的股骨头取出，植入大小合

适的人工股骨头，用骨粘固剂粘合，然后缝
合伤口。

为了避免手术，摆脱病痛，很多病人选择
服用各种骨病产品，什么氨糖呀、骨胶原了、含

钙了等等，经研究发现，尽管产品都很好，但目
前对于复杂的骨病，多乱不易综合调补，造成
骨需要的各种成分不能按比例补充吸收，那如
何解决这个问题呢？现在在北京骨病老人间正
在流行吃“海参炖八宝”，异常火爆。 我国骨质
疏松学创始人等专家都纷纷推荐。据很多服用
者说，效果出奇地好，吃了后身上哪里都不痛
了，骨头硬实了，关节不疼不僵不肿胀，甩手踢
腿扭腰活动自如，睡觉香甜，一身轻松，原本要
动手术的也不用动手术了

一个鲜为人知的骨病疗法，美国发现让骨头起死回生的成骨素

骨质疏松 腰腿疼痛早用
早好

▲中国科技会堂 中国骨质疏松委员会主任刘忠厚教授等
８大权威专家，论证维骨八宝维护中老年骨健康

1、骨质疏松导致的腰背胸痛、变矮、驼
背、骨折、抽筋；

服用后：骨基质变厚、骨小梁数量增多、
骨密度增加；不抽筋，前胸后背的骨痛消除，
阻断佝偻、驼背等症状发展，消除骨折隐患。

2、膝关节病、疼、肿、晨僵、锁死、畸形、
有骨磨擦音，关节破损需置换者

服用后：再生新鲜骨质，修复软骨，排出
炎性滑液，再生健康滑液，使受损骨关节重新
恢复抗震力、抗压力、抗磨性。 疼痛、晨僵、弹
响、屈伸不利症状迅速消失，避免关节置换。

3、骨刺、骨质增生导致的各关节疼痛、
发麻、肿胀以及无菌性炎症

服用后：骨刺钝化成点、脱落，消炎去
肿，解除神经压迫，腿、腰、颈、肩等各处关
节，不再酸痛、麻木，活动自如。

4、腰椎间盘突出、腰部压缩性骨折、坐
骨神经痛、放射性疼痛、下肢疼痛、麻木、无
力；走不了路、间歇性跛行

服用后：修复破裂的纤维环，回缩突出
的椎间盘，解除神经、脊髓、血管压迫，腰腿

不再疼痛、麻木；酸、胀、麻、僵完全改善，放
射性疼痛消失，患者生活恢复正常。

5、颈椎病、酸痛、上肢放射痛、麻木，头
痛、眩晕

服用后：不仅能消骨刺钙化点，还能补
充成骨素，使颈椎致密，关节软骨恢复弹性、
韧性，脖子疼痛、头晕感觉逐渐消失。

6、肩周炎、怕冷、阴天下雨疼痛加剧
服用后：隔离炎痛介质、排出毒素，迅速止痛
消痛；很快缓解疼痛、肿胀，各关节走窜痛逐
步消失。

7、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大关节走窜痛、
小关节僵硬、变形

服用后：清除免疫代谢物，形成保护膜，
消炎祛肿，修复受损关节面，重建免疫屏障，僵
硬变形的手指、足趾，逐渐变灵活，疼痛消除。

8、 中老年骨折及关节置换术后的康复
恢复治疗

服用后：大量补充骨密度，帮助钙沉积，
杜绝退行性骨质疏松造成的骨折、骨裂等危
险，缩短康复周期。

八大类人群服用维骨八宝前后对比

最近，维骨八宝在湖南刚一上市，立刻引
起疯抢，老人都说，一看这配方就明白，这是
一种对骨关节病来说更全面更好的产品，不
用再乱买乱吃，这一个就能全补，而且又是按
照骨的成分含量科学配比，吸收会更好。

成骨素的发现， 改写了世界骨痛骨病治
疗的历史，在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由国家
开展的成骨素推广普及活动接二连三。 我国
在引进成骨素，研制成功维骨八宝之后，也加
大成骨素的推广力度。2011年 3月 1日，由国
家卫生疾控部门、国家老龄部委、中国骨质疏
松委员会三大部委联合发起的成骨素推广活
动 " 远离骨病、养骨长寿 " 健康工程，在中国
科技会堂隆重举行！

在表彰刘忠厚教授的同时，一致大力推广
维骨八宝，让这个新疗法尽快造福骨病患者。

全国骨病泰斗、中国工程院院士指出：对
于骨质疏松、骨关节炎、骨痛病人的治疗，尽
快采用维骨八宝，让老年人远离骨病。 卫生部
中日友好医院原潘副院长对维骨八宝的八种
成分做了肯定指出： 维骨八宝既能增加骨密
度，又能修复软骨，提高骨骼健康，作用全面，
有条件骨病中老年人要尽早服用，早用早好。

大会决定长期开展成骨素推广工程，拨
专款 1000 万元，作为推广补助，具体到每个
患者为：每人每年享受 2100元的养骨补助。

全国已有数万骨病病友受益， 走出病榻，
健康生活；如果您还在骨病痛苦中煎熬，赶紧

拨打成骨素中国湖南区推广中心电话， 我们
会尽全力帮助您！ 对于特殊复杂病人，我中心
有中国老年学学骨质疏松委员会医学专家为
你针对指导。

国家卫生疾控部门、中国老龄部委、中国骨质疏松委员会联合推广

中国养骨工程年补贴 2100元 维骨八宝临床统计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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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病免费热线：400-049-6661

市内免费送货 市外免费邮寄
长沙专销地址：东塘星城大药房（养天和）
火车站阿波罗药柜

电话订购可享受更多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