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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
冠心病， 心绞痛， 心肌梗

塞，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心悸
缺血，胸闷，心悸，气短胸痛，心
动过速、过缓，早搏，房颤。

近年来， 老百姓一直是看病
难、治病贵，尤其是治疗心脏病，
更是难上加难， 为此国家相关部
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来解
决这一问题， 就是对那些确实效
果好、但研发成本很高，原材料昂
贵的药物不再考虑价格， 无论多
少钱都要用。 把费用直接补贴给
生产厂家 90%， 让真正好使的药

让老百姓只花 10%的钱就能买
到， 相关部门把全清 9 块 8 舒冠
片纳入其中， 由相关部门拨款补
贴， 这才使全清舒冠片以每盒九
块八的超低价格惠及百姓， 全国
统一售价，每盒只卖 9块 8！ 如果
您是心脏病患者， 请拨打救助热
线，立即参加救助活动。

★救助公告★

权威媒体纷纷报道：

特效国药彻底治愈心脏病
治心脏病几十年，康复患者比

比皆是，赵老总结出“治心三步法”，
将这三步治心方法用到淋漓尽致。

第一步 --
救心·除心垢

全清舒冠片，独含“血液净化
酶”，能迅速进入血液，全面包裹，软
化，分解顽固心垢，让其随人体新陈
代谢排出体外，彻底打通冠状动脉，
先救心。 服用当天，胸闷气短，心慌

心悸，呼吸困难等症立刻缓解，服用
一疗程，冠状动脉心垢彻底祛除，心
不慌，胸不痛，解决突发猝死威胁。

第二步 --
治心·通心脉

全清舒冠片， 所含的有效成份
将隐藏于心脉各处的微小心垢及各
种垃圾毒素全面化解， 把血液垃圾
彻底铲除。畅通心脉，心脏供血供氧
充足，心绞痛，心率不齐，心肌缺血

等心脏病问题彻底治愈，不再复发。
第三步 --

活心·激活心肌细胞
全清舒冠片，在除心垢、通心脉

之后，其滋养修复成份，全面恢复硬
化的心脉弹性，滋养长期缺血、缺氧
频临死亡的心肌细胞、并促进心肌
细胞再生，从而提高心脏动力和心
脏免疫功能，阻断心垢再生，从根本
上杜绝心梗猝死发生。

给自己一次机会
换来一生幸福

辽宁抚顺，王大娘，75 岁，患心
脏病 12年。

我这冠心病、 心绞痛都十多年
了特别严重，几乎是天天犯病。这些
年呢别的地方没怎么去， 尽去医院
了。 东西都没怎么吃，尽吃药了。 在
与死神的较量中， 我多次与死神擦
肩而过。 最终在全清舒冠片的帮助
下，我才获得新生。

一年前， 我被确诊为三级心力
衰竭，走路急了、上楼累了，这气就
不够用了，脑袋还成天迷糊。血压也
是居高不下，浑身一点劲都没有，又
是心慌又是胸疼。 老伴儿天天伺候
着，这心里呀真是过意不去呀！那个
时候啊，真是心灰意冷了，觉得真是
够呛了， 我甚至悄悄地到郊区买了
一块墓地。

一次，老伴在无意中看到报纸
上介绍全清舒冠片，说这个方子出
奇的好，老伴让我试一试，当时真
的没有信心，我说算了吧！ 老伴语
重心长的一句话打动了我：再给自
己一个机会，也许能治好呢？ 而且
这药还真不贵，一盒才九块八！ 我
无奈点点头，老伴立马打电话订购
了四个疗程。

我当天吃下，马上就有了感觉，
心不那么憋挺了， 喘气也不那么费
劲了。我连吃了 6个月，那可真是大
有好转啊！一天比一天好，前胸后背
也不疼了，最后心绞痛也不犯了，身
体有劲了，生活完全能自理。钱没花
多少，病治好了，全家人都高兴。 老
两口这回可再也不用往医院跑了。
去年还去了一趟北京，看了升国旗，
游遍了北京城，了了一辈子的心愿。

四副药免支架
省了八万治疗费

古先生，56岁，患心脏病十年。
去年 4 月突然感觉胸口疼痛、

憋闷，比以前发作时都严重，二十多
分钟也没有缓解。到医院做造影，两
处血管堵塞达 90%，血脂四项超标，
血液粘稠度、聚集性、凝固性已到了
临界点， 随时都有发生心肌梗塞的
危险。医生建议做心脏支架，古先生
觉得这个方面不能去根， 而且也没
那么多钱，坚决没有同意。

5 月初， 顾先生听朋友说服用
“全清舒冠片”可彻底康复，就一次
性买了 4个疗程。服务才两三天，觉
得见效了， 胸口压抑感、 憋闷感减
轻，心前区疼的次数少了，疼的时间
短了。 用到两副后，心前区疼痛、胸
闷气短、早搏、心动过速全部解除，
就像压在胸口的大石头突然被搬掉
一样， 一下子就感觉轻松了、 舒畅
了。四副药吃完后，顾先生再到医院
复查， 造影显示血管狭窄回缩了
60%，心脏供血正常，血压 120/80，
血脂四项、血液流变学明显改善，冠
心病已临床完全康复。 没想到就花
了不到千把块钱， 治好了严重的心
脏病，一下省下八万块的支架费用，
顾先生高兴的无以言表， 还请朋友
大吃了一顿。

治愈心脏病，
让您多活 30年

医学研究发现， 因抽烟喝酒、
吃油腻食物、天天熬夜、爱发脾气，
再加上环境污染等因素， 时间长
了，过高的胆固醇，甘油三酯等毒
素和垃圾就会沉积在血液中，人的
血液就变得浑浊、粘稠，浑浊的血
液天天流过心脏，在心脏上方的冠
状血管中就会形成心垢。 打个比方
来说，人的心脏就像水泵，我们的
血管就像水管，血液就像水管里的
水，用的年头久了，水里的杂质就
会粘附在水泵、水管上，形成水垢，

如果不保养、清洗，时间长了水泵
就会被腐蚀，水管就会锈住，水就
不会流出。 同样的道理，这些黏糊
糊、 油腻腻的心垢堵在血管里，如
果不及时祛除，使得心脏有时跳的
快，就是心动过速。 有时跳的慢就
是心动过缓。 有时快有时慢就是心
率不齐、心房纤颤。 有时跳动没劲
儿，人就心慌气短、憋的喘不上气、
前胸后背疼、出冷汗、四肢无力。 心
垢把血管堵住 70% 心肌细胞就会
大量死亡， 心脏就会停止工作，人

就会随时心肌梗塞，突然猝死。 所
以说，治疗心脏病，必须要从心垢
入手，也就是是病症的根源着手。

当前治疗心脏病，很多人采用
西医的治疗方法， 必须承认的是，
对于心脏病来说，吃西药，的确能
迅速缓解病情，但是西医并不能祛
除心垢， 而是通过扩张血管的方
式， 来达到缓解动脉堵塞的目的，
常年吃西药，血管越扩越薄，堵塞
越来越重，那么心脏病病人突发猝
死的隐患就会越来越大，直到最后

支架、搭桥，甚至无药可医！ 而传统
治疗心脏病的中药，虽然对祛除心
垢有效果，但是起效太慢。 每天祛
除的心垢还没有血液增加的多，只
能是延缓病情，大家都知道，心脏病
是急病，说犯就犯，拿传统的中药来
治疗，永远解不了近渴。 这就是许
多心脏病人始终无法治愈心脏病，
天天吃药，可心脏病还是说犯就犯
的根本原因！

心脏病，为什么天天吃药，还是说犯就犯？

3 月 17 日 --3 月 19 日全清舒冠片只卖 9.8 元，3 月 20 日恢复原价 98 元

●每人限购 8个月用量，数量有限，早到早得，本年度仅此一次!������������●凡发现有抬高销售价格者立即取消经销资格!
●本品为糖衣片，如药物成份达不到国家标准，厂家 10倍赔偿！ ●本品为治疗性药物绝非保健品!温馨提示：

湖南省全清舒冠片药房经销地址：
长沙：东塘星城养天和药房（东塘西百
信鞋业旁）、
东塘楚明堂大药房（原楚仁堂大药房）、
平和堂药房（五一广场店 东塘店）、
火车站阿波罗药房、
河西通程新一佳药房、
南门口好又多药房、
芙蓉广场家乐福福海堂药房、
侯家塘新一佳药柜、
人民路朝阳家润多楚济堂药房、
雨花亭沃尔玛福海堂药房、
新开铺康寿大药房（新一佳超市内）、
伍家岭岁百宝货福海堂药房、
烈士公园东门步步高福海堂药房、
马王堆誉湘大药房（马王堆派出所对面）、
开福区楚明堂黄金海岸店、
河西观沙岭新一佳楚明堂、

火星镇楚济堂（凌霄路天泰花园一楼）、
井湾子新一佳崇源堂大药房、
井湾子大润发福海堂药房、
赤岗冲康寿大药房、
东塘步步高福海堂大药房、
双鹤福禧店（火车站家润多超市旁）
星沙：旺鑫大药房（凉塘路 96 号）、
易初莲花二楼福禄堂药房
宁乡：神州大药房（农贸市场对面）、
福海堂大药房 (紫金广场大润发超市内
1楼)�
望城：工农大药房（人民医院斜对面）
榔梨：榔梨大药房（老九芝堂）
浏阳：恒寿大药房（车站西路 127号）
衡阳：国盛药号（解放路南方大厦斜对面）
株洲：贺家土健康堂（庆隆宾馆对面）、
平和堂药柜
湘潭：福仁堂（韶山东路四中斜对面）

常德：武陵阁大药房（武陵广场西侧）、
金华大药房（城门口东方女子医院旁）、
战备桥大药房（战备桥红绿灯旁）、
晶华大药房（南站汽车总站旁）
岳阳：天伦城金三角医药商场(天伦步
行街)、
土桥友谊医药商场（国际大厦斜对面）
永州：康源大药房（市委对面）
益阳：平和堂药房（陆贾山庄对面）
郴州：同仁药店（西街水巷第一人民医院
前 50米）
永兴县：仁济药店（南大桥水南桥头丽江
兴城 4号）
怀化： 楚济大药房（汽车西站进口往右
20米）、
东方大药房
辰溪县：怀仁大药房东星店（云天大酒
店旁）、

怀仁大药房红太阳店（东风路一圆台多
乐多大厦）、
怀仁大药房双溪口店（老城温州商贸街）
芷江县：和平大药房（汽车东站）
沅陵县：天地人和大药房（建行上隔壁、
辰州东街 120号）
靖州：梅林路国药店（梅林中路 351号）
溆 浦：朝阳桥大药房
沅陵：物贸大药房（汽车站对面）
吉首：博爱大药房（关厢门天桥旁）
娄底：新一佳超市康熊药房、
橡果国际（长青中街 33 号九亿步行街
对面）
邵阳：宝康大药店（宝庆中路中心医院
对面）
张家界：採芝堂大药房（老十字街）

( 全 国 免 费 送 货 ）

赵 文
博教授，中
华医学会
心脏病科
主任医师，
多年从事
中西医结
合心脏病
治疗研究
在国内外
多个知名
医学杂志
上发表过
治疗心脏
病方面的
论文。

赵教授放豪言：“我的方子，举
世无双！ ”凭借多年的研究加上 30
多年的临床经验，赵老出奇把三个
方子七味中药溶为一体，每一味药
材都十分珍贵，价格堪比黄金！ 效
果惊人！ 第一方：是川芎 、淫羊藿 、
丹参等组成的去垢方，祛除心垢又
快又彻底，无药克敌；第二个是何
首乌、川芎、黄精组成的治心方，能
24 小时对全身血液过滤和净化，把
血液垃圾彻底铲除。 第三个是红
花、淫羊藿、五灵脂组成的活心方，
能够迅速补充心肌细胞营养，修复

并激活受损的心肌细胞， 心肌细胞
充满活力。 后来卫生部门对这剂奇
方，进行大量的临床应用，对其功效
做出了官方认证“增加冠状动脉血
流量，降低冠状动脉阻力，减少心肌
耗氧量，用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
肌梗塞、心绞痛等”。 因此方疗效显
著，为让更多的百姓得到救治，国家
特命名为全清舒冠片， 国药准字
Z22021720， 并且严格按照国家的
规定， 再次经过 18 步 64 道工序提
纯六次才能出厂。正所谓：绝无仅有
一奇方， 三方合一治心脏 。

治心脏病三方合一，大造旷世奇方

全清舒冠片 只卖 元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原价

98元

防中风，防猝死，国药舒冠片倾情惠民，救助心脏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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