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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家族 400 年奇方，治疗心脑取得重大突破，红墙名医连汝安教授为您把脉

每天六粒 见证奇迹…

免支架 免搭桥 何苦挨一刀？
■只因服用知名心脑疾病专家连汝安教

授研制的养血秘方，58岁刘教授就感到实实在
在的变化，不但血压、血脂逐步恢复正常，就连
冠心病堵塞的血管也逐步通透了。 脸色变得越
来越红润，以前走路都是慢挪慢动，现在爬山
也能健步如飞，很多人都不相信他原来患有高
血压，高血脂、冠心病。 刘教授只知道身上发生
的奇迹，却不知道这样的奇迹在服用乌龙养血
胶囊的患者身上不断重演。

65 岁的发叔， 多年来一直被高血压所困
扰，经常头昏眼花，吃不好睡不香，浑身没有力
气。 最近又查出患有冠心病，胸口就像压着一
块大石头。 去医院做了冠脉造影，一支冠状动
脉堵了 75%，另一支堵了 80%，医生建议做搭
桥手术，发叔很为难，一来 60 多岁的人了，做
开胸大手术很危险， 二来 13 万元手术费对普
通老百姓也是沉重的包袱，最后听医院的还是
动了刀。 老天不长眼，手术下来，一支搭桥成
功，另一支没做好，等于白花了一半的钱，可把

发叔气坏了， 本以为一次性解决健康问题，万
万没想到结果会这样。

养血就好，冤枉挨一刀
邻居马先生知道此事，只摇头说，早就告

诉你，有好药能治冠心病，你偏偏不信邪冤枉
挨一刀。 原来马先生两年前，突发胸口疼痛，浑
身冒虚汗， 医院诊断为心悸缺血性心脏病，和

发叔现在的病类似， 两支冠状动脉堵了将近
70%。 我知道这病很危险， 而且我的血压又很
高，要不是战友推荐一味好药，才打消了我动
手术的念头，估计今天啊我也和发叔一样冤枉
挨一刀呢。 我用的药名叫“乌龙养血胶囊”，是
连汝安教授发明的。 我每天服用 6粒，睡眠好，
排得畅，一周后呼吸顺畅，胸闷气短减轻，说实
在的， 几乎天天都有好变化，3个疗程下来，再
去医院造影，医生都觉得奇怪，两支冠脉瘀堵
减少到 20%，已经不用再需要做手术了。

养血化栓，保心脑防复发
专家解释： 冠心病根源在于血液粘稠，不

干净，即使做了支架搭桥手术，手术后应保持
血压血脂平稳， 不然很容易再次形成斑块，造
成复发。 乌龙养血胶囊能活血通脉，提高五脏
六腑净化血液功能，坚持服用，可防止血管再
次瘀塞。

发叔后来也买了 5 个疗程的乌龙养血胶

囊，结果不用多说大家也能猜到，吃了两盒，发
叔的睡眠改善，食欲大增。 吃了一个疗程，精神
很好， 血压平稳保持在 120/79mmHg。 如今 4
个疗程下来，不但神清气爽，呼吸平稳，每天还
能晨练。 发叔说，这样的好药我准备坚持服用
下去，让自己多活几十年。

◎相关链接：连汝安是谁？
连汝安教授的祖先是明代御医连成玉，到

他已是第 8代传人。 连教授的父亲连国正是刘
邓大军的随军医生， 连教授 17 岁开始随军实
习。 连教授把心脑血管病作为主攻方向，至今
已有 60余年。 连教授发明的“养血疗法”和“乌
龙养血胶囊”受到患者的追捧，被誉为“心脑血管
病之父”。 中南海红墙名医，领导保健医生王鹤
滨教授评价连汝安：治心脑血管病，我只服他
一人（百度可查）。 台湾连战先生欣然题词———

“国医泰斗”盛赞连老高超的医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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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红墙名医，首长私人保健医生
王鹤滨教授说： 乌龙养血胶囊(国药准字
第 B20020971)，从气用药，从血入手，仅仅
抓住“气血亏虚”这个病根，治疗心脑血管
病，奇迹一个接一个。
■奇迹一、古方名药：

该药原配方是由连汝安的祖先、明朝
御医连成玉发明的，叫心痛散，曾经治过
皇帝的心痛病，这在《明史帝卷》中也有记
载。 新研制的“乌龙养血胶囊”，22味大组
方，药材极其珍贵，如人参是长白山的野
山参，鹿茸血是新鲜鹿血，红花则是地道
的藏红花， 熊胆更是要跨境去俄罗斯采
购。

■奇迹二、用药高明：
一是方子高明：君臣佐使全面，补气

养血不失净化（取鹿茸血温阳养血，海藻
化痰软坚， 丹参活血化瘀， 配以黄芪、人
参、剌五加、当归、赤芍、冬虫夏草补气养
血），五脏同调不失重点（灵芝、琥珀养心
安神，何首乌、枸杞子、绞股兰滋肾养肝，
熊胆、地龙、天麻疏风清脑、解痉通络，山
楂消瘀化食，川芎、葛根、玫瑰花解郁疏
风、化痰醒脑），治养结合紧慢有序。

二是工艺高明：18 步 64 道工序，道道
工序都能与同仁堂比美，而且，至今不被

世人所知，是连氏中医独门秘笈。
三是效果高明：从全面施药，从小处

见效，让患者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养
血治心脑，病情快速好转。

■奇迹三、反响热烈：
冠心病的患者说：服用 5 盒，心不慌、

胸不闷、气不短，心悸、房颤、心率不齐、早
搏、眩晕等症消失；10 盒：冠心病、心绞
痛、心率衰竭、心肌缺血根本好转，心脏指
标正常。

脑中风患者说：服用 10盒：口水不流、
言语清楚、自己能吃饭、下床、去厕所，能
外出活动；20 盒：脑血栓、脑出血、中风偏
瘫根本好转，回归病前状态。

三高患者说：服用 3 盒，头不晕、头不
痛、气血足、精神好，白天不瞌睡，晚上睡
的香；10 盒：眼圈不黑、肤色红润、指标下
降大半，不多梦、不恶梦，早起不难受、工
作精神；10 盒以上：三高完全消失，生活
完全恢复，气力足、精神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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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 6个月 还你 30年
国家一级演员李静和她“偏瘫丈夫”的真实故事

李静出名了，不仅是因为她出演《刘
老根儿》中的“大辣椒”而全国走红，更重
要的是她牺牲自己的艺术生涯，四年如一
日伺候脑中风的丈夫，直到完全康。

败家的脑中风
1992 年李静的丈夫闫守信突发脑中

风，足足昏睡了四天，醒来后口歪眼斜、流
口水、不会说话、四肢瘫痪，一向爱俏的他
没个人样了，这之后给丈夫擦身体，讲故
事，念小人书，见庙就烧香，见偏方就讨，
就是李静日常生活，用她的话说，吃的药
可以用推车推，健康没了，事业没了，钱花
光了，脑中风这个病，真能败家啊。

李静的丈夫为什么会中风偏瘫？ 连
汝安教授说，主要是因为血液变粘稠的缘
故。 中医讲，气动血行，也就是说，血液流
动靠的是气的推动，可一旦气虚，血液就
会流动慢， 血液里的杂质不能及时排泄，
就会变粘、变酸，这样的血液流到哪，就会
给哪带来疾病。

4 年脑中风
8 个月康复

终于有一天，一位老同事去北京给李
静带回来一个消息，说是北京有个中国心
脑血管病之父，明万历皇帝御医连成玉 8
代传人，二炮卫生部长，首长保健医连汝
安教授，发明了一个治疗心脑血管病的新
疗法———养血疗法，还根据这个新疗法发

明了一个新药———乌龙养血胶囊，效果非
常好，已经治好了几万冠心病、脑中风患
者了。

几经周折， 李静终于买了 10 盒乌龙
养血胶囊。一周后，闫守信的脸色不白了，
红润了很多，一个月后，吃饭多了，睡觉不
闹了，拉屎撒尿都顺畅了。闫守信说：吃了
这个药，腿脚利索了，脑筋也就活泛了，浑
身觉着热乎。李静说：三个月以后，吃、喝、
拉、撒、睡样样都有变化，血鲜红了手脚也
不那么凉了，活动起来也灵活了，尤其是
手，不抽筋了，不麻木。

为什么这次李静丈夫没有直接治疗
心脑，却只是“养血”病情就好转的如此之
快？ 这“养血”与心脑血管有啥关系？

连汝安教授说， 其实心脑血管病与
心脑无关。 西医治疗心脑血管，是头疼医
头，脚疼医脚，被疾病牵着鼻子走，很被
动。其实，心脑血管病根源不在心脑，而在

“血液”。 大家都明白，人体器官都靠“血”
来供给养分，运走代谢垃圾，一旦血液脏
了，粘了，没形成板块之前，就会三高（血
压高、血脂高、血粘高），一旦形成板块，堵

在心脏上，是冠心病，堵在大脑，是脑中
风，一句话，心脑血管病与心脑无关。

8 个月后，老闫奇迹般的康复了，康
复得这么快、 这么好简直让李静不敢相
信自己的眼睛，李静激动地说，我爱人是
很幸运的，没有留下一点后遗症，和正常
人一样， 真的感谢乌龙养血胶囊， 只有

“养血”才是心脑血管病的出路，希望全
国的心脑血管病病友们早日用上“乌龙

养血胶囊”，早日康复。

给我 6 个月
还你 30 年！

脑中风本来是个“败家的病”，就算照
顾得再好，没有一等一的好药，也会留下
后遗症，人们纳闷的是，“大辣椒”的丈夫
康复后竟然没留下一点后遗症？

连汝安教授说，养血是正路，可以让
患者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 治疗心脑血
管病要从血液入手，从“气虚血亏”的这个
病根出发，及时的“补气养血”，这也就是
中医为什么提倡 5000 年的“补气养血”理
论一直没有被打倒的根源。 气足了，血流
动快了，垃圾排出去了，里面流的都是鲜
红、干净的血液，心脑血管病自己就康复
了，这才是正路。 通过“养血”，无论心血
管、还是脑血管，只要堵塞面积在 70%以
下，心脑血管病都会康复，我敢承诺，给我
6 个月，人人见奇迹，让大家都活过百岁，
延长至少 30年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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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家介绍“养血”奇药
8 年痛苦终过去

钟先生 61岁，心梗八年，近几天一直不稳定，血压一直
很高，头痛、左侧腿部麻木，不扶拐杖根本站不起来，吃过
很多药，试过很多偏方，一直效果不明显。

一次偶然机会，亲家因有人在吃乌龙养血胶囊，半年效
果明显，以前一直呆在家哪都不能去的老头，如今好像什
么病都没有似的，上街买菜，照看孙子的事情都能做了。 这
件事让亲家信服了，也为了减轻女儿女婿的负担，亲家赶
紧介绍钟叔试一试。 钟叔也不好说什么， 勉强买了 1个疗
程的药，吃了两盒以后钟叔就感觉前胸不怎么疼了，血压
也平稳了许多，很长时间都稳定在 120/70。 看到这种变化，
钟叔不得不信服乌龙养血胶囊的效果，现在服药 4 个月的
钟叔，心悸、胸闷、气喘的症状消失了，也可以丢掉拐杖自
己走路了，还能自己买菜做饭都没啥问题，一家人高兴得
不得了。 钟叔的儿子媳妇还特地给厂家打来电话，我们全
家感谢你们，感谢乌龙养血胶囊治好我父亲的病。

养血治好心脑病
全家好轻松

陈大妈患高血压快10 年了，去年春节前儿子搬家和媳
妇争了两句，陈大妈着急突然间诱发脑中风偏瘫，左半边
身子不能动，每天吃六七种心脑血管药，经济负担很重，保
姆请不起，只好全家轮流照顾瘫痪的陈大妈，个个叫苦连
天。

去年 7月份， 大儿子无意间从报纸上看到乌龙养血胶
囊的介绍，仔细阅读后才知道这药是京城名医连汝安教授
发明的，22味中药养血能化血栓，效果非常好，创造了许多
中风康复的奇迹。 全家半信半疑，大儿子说，既然这乌龙养
血胶囊是连汝安教授的发明，一定有它的道理。

于是买回一个疗程试用，按每天六粒来服用，吃了一盒
也没特别感觉，家人有点泄气，打电话给厂家，专家解释，
陈大妈得高血压、心脏病快 10年，病情比较严重，用养血来
化开全身血栓，给全身的血液做个彻底的“大扫除”，正本
清源效果虽然来得慢些， 但一次能从根子上解决病因，一
定不能放弃治疗。

全家人听了也觉得有道理，10 多积攒下来老毛病，想
几天就看到效果确实有点性急。 不知不觉 20多天过去了，
陈大妈突然叫道，我左边的手和脚好像有感觉了，麻丝丝，
热腾腾的能活动了。

全家人听到这个消息都很兴奋，又过了快一个月，陈大
妈说，头晕、耳鸣、心慌、气短的感觉明显减少了，到了 6 个
月的时候，在儿子的搀扶下，陈大妈竟然能从轮椅上下来
挪动几小步了，现在陈大妈的血压很平稳，心脏病也彻底
好了，经常对左邻右舍说，真是养血化开心脑病，全家生活
好轻松。

★郑重提醒★
●当天打进电话前 50 名有惊喜，预购从速！ 购买“乌龙养
血胶囊”10盒起可享受免费送货，货到付款，所有订单均由
厂家直接配送。
●最后，我们把“乌龙养血胶囊”在本省的咨询电话公布出来
0731-82070899，方便大家专家问诊，也许您的一个电话，就
救了你的后半生，想彻底康复心脑病的朋友不妨试一试！

0731-82070899
400-705-0588

康复
热线：

“乌龙养血疗法”湖南工作站特约授权的以下指定经销药店购买，长沙：劳动中路赤岗冲家润
多对面康寿大药房；浏阳：中医院下 50米仁济药号；望城:望城区电力局对面九芝堂康民药店；
宁乡：人民北路一号开发药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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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桥北家润多大药房；岳阳：九龙商厦对面为民药店；怀
化：东方大药房；邵阳：宝庆中路中心医院正对面宝康大药房；娄底：市一中操场对面一品康大
药房；永州：市委对面康源药店；衡阳：岳屏公园东大门对面国兴药房；郴州：燕泉路燕泉商业广
场同德堂大药房；吉首：关厢门天桥旁博爱大药房；张家界：解放路影视城对面寿康大药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