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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病：（脚气、鸡眼、灰指甲、皴裂、脚癣、脚臭）
俗话说“树老先老根，人老先老脚”，人一上年纪，或者过

度劳累后，脚病就会出现，用【久久巴马汤】每晚泡泡脚，在舒
服的享受中就可发现，老皮换新皮，脚气不痒了，指甲变白
了，70岁的人往往能泡出 20岁的白嫩、健康脚。
●心脑血管病：（高血压、心脏病、高血脂、中风等）

【久久巴马汤】中的秘制瑶药成份，具有泡脚降血压、改善
血液循环，消除心脑并发症的功效，通过药液的温热刺激和
透皮吸收，作用全身穴位，血压一泡就降，头晕、胸闷随即消
失，更有助中风康复。
●风湿骨病：（足跟痛、关节痛、腰腿痛、肩周炎、颈椎病）

【久久巴马汤】能舒筋活络，祛寒除湿，活血化淤。 用它泡
脚时会感觉膝盖很凉，说明体内的寒湿正在被泡脚的热水和
草药逼出体外，因而对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疼，有着药到
病除，标本兼治的奇效，往往 1-3月就能不药而愈。
●糖尿病、肠胃病；

很多人惊奇的发现，用【久久巴马汤】泡脚血糖下降了，连
多年的肠胃病也大为好转。 这是因为脚底有对应的胰脏穴、
肠胃穴，每天泡一泡，坏痘、眼睛模糊、身体瘙痒慢慢改善了，
泡上两、三月，不用打胰岛素，糖尿病奇迹康复了，肠炎、胃病
也好了！
●失眠、头痛、抑郁：

【久久巴马汤】对失眠、头痛、抑郁的见效更为迅速，药物
和温热刺激能够通过皮肤感受器， 传导到中枢神经系统，使
中枢的兴奋和抑制有序，当晚即可睡得香甜，第二天一早容
光焕发，头痛、抑郁一扫而光，连泡一个月，很多几十年的失
眠、头痛、抑郁全赶跑！
●便秘、前列腺：

便秘、前列腺疾病肠道、尿道两头堵，用【久久巴马汤】泡
脚疗法再好不过了，它能舒缓压力、排出毒素，促进大肠蠕
动，调节人体微循环，3-5 天即可排便、排尿顺畅，治病又养
生，越泡越轻松！
●痛经、手脚冰凉，色斑

很多女性有痛经、手脚冰凉、色斑生痘的症状，用【久久
巴马汤】泡脚能畅通气血，温通经络，因而对虚寒、气滞、血淤
导致的痛经、手脚发冷、色斑的女性朋友非常有效，15-30 天
即可手暖脚暖，肚子不疼，45 天色斑、痘痘消失、皮肤光滑水
灵灵！

三天吃只羊 不如泡脚再上床

【久久巴马汤全省指定经销：
长沙：东塘楚明堂大药房（原楚仁堂大
药房）、
东塘养天和和潇店（原星城大药房）、
平和堂药店（五一路店、东塘店）、
火车站阿广北门药号、
红星步步高药品柜、
河西通程新一佳药品柜、
南门口好又多药号、
王府井大药房、
侯家塘新一佳药品柜、
芙蓉广场家乐福福海堂大药房、
五一路新一佳楚济堂药柜、

车站南路新一佳楚济堂药柜、
火车站家润多双鹤药房千禧店（车站北路）、
东塘步步高福海堂大药房、
东塘药店（东塘南老百姓药房旁）、
人民路朝阳家润多楚济堂大药房、
海川新特药房（湘雅附二医院斜对面电影城一楼）、
雨花亭沃尔玛福海堂药房、
岳麓区汽车西站康寿大药房（老店、 新西站枢纽店）、
井湾子新一佳二楼崇源堂药柜、
井湾子大润发福海堂药房、
开福区新一佳药品柜、
伍家岭岁宝百货福海堂药房、
烈士公园东门步步高福海堂药房、

马王堆誉湘大药房、
新开铺康寿大药房（新一佳一楼）、
河西步步高广场楚济堂大药房、
火星镇楚济堂（凌霄路天泰花园一楼）、
楚济堂马王堆店（马王堆菜市场西门）、
开福区楚明堂黄金海岸店、
河西观沙岭新一佳楚明堂、
楚济堂紫薇路店（紫薇路 317号）
星沙：旺鑫大药房、
易初莲花二楼福禄堂药房、
浏阳：钰华堂（北正中路 29号）、
宁乡：神洲大药房、开发药号、
大润发内福海堂大药房、

望城：工农大药房；
株洲：人民药店芦淞店（市中心新华书店一楼）、
贺家土健康堂大药房、平和堂药店、醴陵：心连心
大药房、茶陵：阳光大药房车站店、
攸县：和协大药房、 炎陵：益康大药房；
湘潭：河西：贵富康药号、河东：福寿昌医药堂（建
设南路华宇酒店南侧）、
易俗河：仁康大药房、湘乡： 龙城药店；
岳阳：步行街你好大药房、土桥友谊医药商场、泰
和医药商场、 天伦金三角三大药房、
岳化：香云堂药店、汩罗：心正大药房、
平江：华生药房、华容：益康大药房；
益阳：家家康大药房桥南店；

衡阳：l古汉大药房；
常德：武陵阁大药房、 金华大药房、 战备桥大
药房、晶华大药房、威龙西城药房、江陵药店、
汉寿：春天大药房 、澧县：好心人大药房、
津市：恒源堂、 石门：步行街大药房、
安乡：新麒麟堂、步行街店；
邵阳：时珍药店、邵东：中西药店、
隆回：人民大药房、洞口：新宝芝林、
武冈：南门口中心大药房、
邵阳县：宝庆大药房（妇幼保健院对面）、
新宁：泰寿堂大药房（西站东走 50米）、
绥宁：长安大药房；
郴州：同德堂大药房（燕泉商业广场王朝大酒

店对面）、同德堂大药房（燕泉路建行小区对面）、资兴：步行街药
房、永兴：百草堂、宜章：同德堂大药房（天桥下金鹰超市大门口）；
吉首：博爱大药房、 凤凰县：春意大药房、 保靖县：医药零售总店、
龙山县：久知堂药房、 花垣县：华芝堂、 永顺县：不二门大药房；
怀化：河西百信大药房、东方大药房（中心市场天桥下）；
永州：冷水滩：五州药店、零陵：永寿大药房、 祁阳：百益药店、
宁远：仁德药店、 道县：和平药店、 东安：仁义堂药店、
新田：福顺大药房、 双牌：正大药店、 江华：心正药品零售总店、
蓝山：永康药店、 江永：百兴药店；
娄底：众一大药房、
张家界：采芝堂（回龙路老十字街）

购买时请认准长久的“久”———“久久”巴马汤！
订购热线：0731-84188277（全省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

原价

99
活动仅剩 11 月 19日、20日最后 2 天，绝不延期！

在百岁人口分布率居全球之首的“世界长寿之乡”———广
西巴马瑶族自治县，流传着这样谚语“若要长生不老，天天瑶
药泡脚”、“若要百病不生， 天天泡脚养生”、“饭后百步走，睡
前一盆汤”、“三天吃只羊，不如泡脚再上床”……。

这种天然泡脚疗法，让当地人患脚病、失眠、风湿、高血
压、糖尿病、心脏病、便秘、前列腺、中风等慢性病的人几乎为
零，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一例癌症患者，瑶族姑娘的皮肤也是
个个水灵灵。当地人均寿命高达 98岁，最长寿的活到 129岁。

足是人之根 泡脚治全身

相关链接

《黄帝内经》记载，“经脉者，人
之所生， 病之所成”。 神医华佗曾著
《足心道》中指出：

春天泡脚升阳固脱，
夏天泡脚暑湿可祛，
秋天泡脚肺润肠濡，
冬天泡脚丹田温灼。

华佗《足心道》泡脚胜吃药

经济速递

瑶族泡脚长寿方“久久”巴马汤

今天只卖 元9.7

瑶族泡脚汤 巴马长寿方

瑶药报道

泡脚盆里泡出个“老中医”
人们常说“树老根先死，人老脚先衰”果不其然，家住韶山

路维一星城刘爹爹脚经常生皱、开裂，后来还染上了脚气。 而
且随着上了年纪，腰、腿疼，高血压、糖尿病……都来了，晚上
睡觉也不踏实，似睡非睡的，还经常感冒、上火。

自从看到瑶族泡脚走进知名卫视智慧养生栏目，她觉得
瑶药“一身饱暖、牛大力、铜凉伞、红花倒水帘、夜交藤、威灵
仙”等秘制而成的【久久巴马汤】，遵循“中医药学”、“经络学”
与“足底反射学”之养生机理，就试着买了几盒【久久巴马
汤】，没想到，刚泡脚 5 分钟，就觉得全身畅通，舒服，20 多分
钟后背微微出汗，一量血压，血压就下降了 30 毫米汞柱，而
且膝盖微微发凉，就感觉一股寒气往外冒……

第二天一大早，刘爹爹感觉神清气爽，她惊喜的发现，昨
天晚上竟然睡得特别沉，没做梦，一觉到天亮。 而且走路到菜
市场买菜，觉得腿脚轻便多了，风湿性关节炎也不太疼了。 当
天晚上就叫上老伴、女儿、女婿全家都试试，老伴说她是心理
作用，嘟囔着也泡了十几分钟，可没想到第二天一早，她老便
秘竟然通了。 从此后，全家人就爱上了每天用【久久巴马汤】
泡泡脚。 女婿在银行上班，每天坐电脑前一坐就是一整天，每
天晚上泡泡脚，活血通络，祛风寒，颈椎病不疼了。 女儿皮肤
不好，还有痛经、手脚冰凉的毛病，泡了十多天，例假既准时
也不痛了，手脚暖暖的，而且皮肤变得又白又嫩。 还有可爱的
小孙子，现在也爱上泡脚，晚上睡得好，上课也不打瞌睡了，
感冒再也没犯过！

最高兴的是还是他和老伴，很多慢性病，像：失眠、便秘
前列腺毛病、风湿疼痛彻底泡好了。 降压药、降糖药也吃得少
了，你看这天气时冷时热的，都没有感冒，老俩口说“这泡脚
盆里真有个老中医”，他们要坚持天天泡脚，也像广西巴马百
岁老人一样，泡出健康泡迹！

瑶族泡脚走进卫视智慧养生全说节目

每天泡泡脚，全家都健康！

早在几千年前，中医就发现了“足是人之根，泡脚治全身”
的妙处，采用瑶药“一身饱暖、牛大力、铜凉伞、红花倒水帘、
夜交藤、威灵仙”等秘制而成的【久久巴马汤】，遵循“中医药
学”、“经络学”与“足底反射学”之养生机理。 通过足浴热能助
推原理，使草药的有效成份溶于水中与脚接触，水的温热还
可以促进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药物可通过皮肤上的汗
腺、皮脂腺渗透进行吸收，对脚病以及亚健康、心脑血管病、
糖尿病、失眠、肾病、前列腺等慢性病有着极其神奇的功效。
只需 5分钟，全身舒爽，后背出汗

5 分钟便觉得血脉从双脚到全身流通顺畅，一种舒爽的
感觉前所未有！ 20分钟后背部微微出汗，脚不痒不疼了，当晚
就能睡个香甜觉！
使用 3盒后，脚病、失眠、便秘全好了！

每天享受【久久巴马汤】足浴，您会发现脚气、脚病全好
了，3 盒左右失眠、便秘、痛经康复，皮肤变得白白嫩嫩，本想
保健的人发现，自己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
连泡两周期，泡没一身病，泡出百岁奇迹！

坚持用【久久巴马汤】泡上两周期以上，您会惊喜的发
现，血压、血脂、血糖平稳下降，风湿、颈肩腰腿不疼了，一些
男士大肚子瘪了，脂肪肝、痛风、前列腺不药而愈，整个人像
年轻了十几岁，长期使用不仅能祛除慢性病，还能延年益寿，
美容养颜。

每天泡泡脚 疾病全赶跑！

“久久巴马汤”
抢购电话：0731-

【久久巴马汤】特价优惠9.7元/

盒

特大喜讯：瑶族泡脚长寿方“久久”巴马汤原价 99元，超低价 9.7 元赔钱销售，30 盒起送，活动仅剩 11 月 19日、20 日最后
2天，欲购从速！ 湖南省内各市、县均可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购买时请认准“久久”巴马汤！（全省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每天打进电话前 100 名购买套餐
者还可获赠 798元健康大礼包！ 84188277、85539077

原
价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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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剩 天2
“久久”巴马汤
请认准长久的“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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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全国多家媒体对“瑶族泡脚长寿秘方”进行连续报导以来，“久久巴马汤”迅速引起广大中老年人的热烈追捧，每天临睡

前用“久久巴马汤”泡脚 30 分钟，不仅当晚能够踏实入睡，而且很多风湿、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前列腺炎、痛经等等
慢性疾病全部不药而愈。 近期在我省发起的“9.7 元特卖活动更是掀起一轮又一轮的抢购热潮，现由于货源紧缺，我省“久久巴
马汤”库存已严重告急，预计活动最多还可开展最后 2 天时间，望广大读者互相转告，抓紧订购！

活动热线：0731-84188277、85539077
(每天前 100 名打进电话购买套餐者可获赠 798 元健康大礼包！ )

“久久”巴马汤
请认准长久的“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