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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医介绍：醋疗降压第一人———许三思
许三思，山西省长治县人，生于 1905 年农历七月,是我国著名百岁老

中医。其祖上便是北宋时期的大名鼎鼎宫廷御医许仰恩。其祖父许名义曾
任中国工农红军某部随军军医。 许老十几岁时就曾跟着祖父随军，深得家
传医术的精髓，退休后更是潜心钻研用醋来治疗高血压、高血脂等心脑血
管疾病。 由许老提倡的“百病少吃药，食疗醋为先”的养生方法，被中医同
行奉为“中国醋疗第一人”。

做为一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经他救助的病人已不计其数。 他一生不
求名，不求利，只想平平淡淡救死扶伤。临床 8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医治经
验。 经他的“醋疗”救助过的很多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梗、脑血栓患
者，平均寿命都达到了 70岁。 他也因此被广泛赞誉为“长命先生”！

随着天气逐渐转冷，高血压病人眩晕耳鸣者越来越多、动脉硬化一便秘就可能发生脑溢血，出门锻炼、上街
买菜，冠心病导致的心绞痛更是一触即发。 频繁爆发的心脑血管病到底如何去预防，中老年人的慢性高血压高血
脂疾病应如何得到有效治疗？

近年来，在很多大城市，疯传一种“吃醋降压”的疗法。 据说，这种吃醋降压的疗法能安全的软化血管、平稳血
压，对抗多种心脑血管病，而且很多服用者已经血压平稳，并逐渐减轻了长期依赖的降压西药。 为此，笔者专程造
访了“醋疗第一人，著名的长寿老中医———许三思老人！

108岁老中医教你：
巧吃醋，化血降压少吃药

许老现居北京市郊区， 虽年逾
百岁高龄， 仍坚持每周三天亲自坐
诊， 为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排忧解
难。 前往求医的患者都知道他有三
大绝活：第一，只要他三根手指往患
者的手腕上一搭， 就能准确说出对
方从出生到年老所患过的全身各处
的疾病，从无遗漏；二是，无数已卧
床多年的心脑血管疾病和中风偏瘫
患者，只要许老出手施救，短则 30
天，多则半年，无一不能起身下地行
走，恢复如初；第三，许老治疗高血
压高血脂等病， 那更是效果出奇的
好，而且治好之后没有人再犯过，也
无需终身依赖降压药！

在许老的中医馆里， 经常能看
到患者痊愈后提着大包小包的前来
道谢。 一位曾服用降压西药二十多
年， 又因两次脑溢血卧床三年的老
人告诉笔者：“许老的方子真是太绝
了，我的高血压得了二十几年，大医
院小医院都没办法， 只能每天靠降
压药来维持， 还有两次差点要了我
的命。要不是用了许老的方子，恐怕
后面的日子就得躺在床上等死了。
现在你再看看我， 不但能起床走路
了，而且一年多没再吃过降压药，血
压也一直平稳，从来没有再犯过！ ”

许老业余时间经常给各大三甲
医院的专家教授们授课。 一位曾多
次参加学习的老院长由衷钦佩的赞
叹道：“许老师的医术和医德真是值
得我们一辈去学习啊。 他开出的方
子从不让患者多花一分钱， 而且能
药到病除。 我们专门组织专家组研
讨过许老的醋源素配方， 那可称得
上是治疗高血压高血脂最科学的配
伍，是见效最迅速的治疗途径。 ”

许老用于治疗高血压高血脂等
血管疾病的醋疗基础配方， 其实是
祖上从北宋年间就历经千年传承下
来的。 据许老介绍，北宋时期，我国

的中医药水平就已经很发达了，那
时的许多老方， 到现在还依然无法
超越。至于许氏祖传的醋疗奇方，当
年便作为朝廷秘方用于治疗王公大
臣们的头晕心慌等症，凭借此方，许
氏一门就已经出过十余位朝廷御
医，遍及了各朝各代。

到了清代的康熙年间， 西药开
始大范围传入中国， 不可否认西药
的见效迅速的确更能满足许多患
者， 但多年来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
了西药治标不治本的局限性， 和长
期服用对脏器和免疫造成的严重损
害。 现在许多疾病的治疗已开始用
中药和物理疗法来全面取代西药。
但对于高血压的用西药降压维持，
却仍在广泛使用， 于是许三思老人
六十余年的潜心钻研， 并对祖方进
行了必要的改良和增补。 以期能够
逐步取代西药，不仅迅速降压降脂，
更可长期保持血压血脂平稳， 实现
一次治愈，而无需终生服药，更要避
免患者因随时复发导致的中风溢血
的发生。

现如今他的醋疗祖方已经数不
清治疗过多少位高血压高血脂等心
脑血管疾病患者了。 经许老的醋疗
配方治疗过的患者， 往往是少则 1
个月，多则 3个疗程，都能使血压平
稳，血脂下降。而且随着病情的逐步
稳定和康复， 很多患者已经开始在
逐步的停服降压西药， 即使几个月
甚至更长时间下来不吃西药， 也没
有发生过血压升高的现象， 头晕心
慌， 浑身乏力等症状更是消失的干
干净净，从来没有再反复过。

高血压的有效治疗， 始终是国
际医学界的头等难题。 在北京奥运
会期间， 许老曾接待过多位亚欧各
国的政府要员， 和众多的国外商业
领袖，亲自把脉开方，为他们治疗各
种心脑血管疾病。 一些在欧洲发达
国家国立医院都束手无策的血管疾
病，在许老手里真是药到病除。自此
许老的大名更是被国内外广为传
颂。

二零一零年， 中国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正式审批了许三思的醋疗
组方， 并获得批准文号： 国食健字
20100828， 同时被国家工商部门授
予【醋源素】商标，获准制成软胶囊，
进行全国普及推广。

同年， 许三思被欧盟多个国家
的十余个城市授予荣誉市民称号，
他的【醋源素】牌软胶囊制剂也被欧
盟各国大范围引进， 同步在全球的
几十个国家全面推广。

欧盟心脑血管疾病防治协会会
长 Michael 先生， 在一次全球范围
的专题研讨会上， 盛赞许三思和他
的【醋源素】软胶囊，对于高血压高
血脂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全面治疗，
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并取得了划
时代的突破， 他的治疗方法目前已
被认可是国际上最有效也是最安全
的，值得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以全
面造福整个人类。

曾经得到许老的【醋源素】救治
的一位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血
压患者， 在许三思老人 105 岁寿辰
之际，寄来亲笔贺信，祝贺许老高寿
的同时，更加盛赞他的神奇的医术，
并由衷感谢老人家为高血压疾病治
疗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文中有一段
话是这样写的“中国是个能够创造
奇迹的地方， 我要感谢您和您的国
家，如果没有您的药物，恐怕我的后
半生都要饱受高血压的煎熬， 每日
与降压药为伴， 还要面对它们可能
随时夺走我生命的威胁……”

对此， 许老由衷的感叹道：“这
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药物的认可，更
是对祖国中医中药文化的全面认可
和赞誉， 能够用我的药治好更多的
高血压患者， 能够为祖国的中医中
药做点贡献，我就算对得起祖宗了，
这一生也算是值了！ ”

几天的采访下来，我们接触了
几十位接受治疗的高血压患者，其
中有一对七十多岁的老夫妻让笔者
印象尤为深刻：

张学铭老先生和老伴都是湖
南长沙岳麓区一所高校退休多年的
老教授， 老伴的高血压有三十多年
了，整天降压药一把一把的吃，可还
是经常头晕心慌， 直到经院里的老
领导介绍，开始接受许三思的【醋源
素】软胶囊的治疗，才两个星期，血
压血脂都降下来了， 白天不再头晕
了，浑身也有力气多了，3 个疗程下
来，30 多年的高血压竟然真的奇迹
般的康复了， 而且后来就连降压药
也逐渐的全部停掉了。

老伴在开始服药时， 固执的张
学铭老人始终反对， 他从来都不相
信高血压能治好， 同样患有高血压
的他更是拒绝与老伴同时治疗，总
觉得这个病就应该在犯病的时候吃
点降压药顶一阵子就行， 任凭老伴
怎么劝也不听， 为此老两口没少吵
架。

可是在去年冬天， 看到家属院
里面好几位老同事老邻居先后因脑
溢血住院，有的至今瘫痪在床，更有
的当年就已经过世了， 张老才知道
害怕了。 又看到老伴的病真的全好
了，他终于也试着服用【醋源素】开
始接受治疗了。

现在每天早晨老两口都会到
湘江边去遛弯， 然后一同去市场买
菜， 偶尔还能手拉手的爬一次岳麓
山。对此张老现在见人就说，没想到
这几十年的高血压还真的能治得
好，许老和他的【醋源素】真的是神

了。 我推荐了院里退休的老教师们
都在用， 现在好多有三高毛病的老
邻居都有明显的好转， 中秋节的时
候好多人还拎着月饼来感谢我的推
荐呢！ 现在他们有点什么病都过来
请教我呢。我告诉他们，别的病我不
敢说，得了高血压高血脂你就用【醋
源素】，没用过这个药，你就别跟我
说高血压治不好！

赵总曾经在湖南株洲的一家药
厂做销售总监， 与省内的各大医院
都有业务往来， 有点什么毛病都能
在省内找到最权威的专家来治疗。
可是当他查出患了高血压之后，却
束手无策了， 西医只能靠溶栓降压
和扩血管的药来维持， 不但都需要
长期服用，而且对肝肾都有害；中药
也吃过不少， 但确实没有什么真正
有效的。

老赵身上还有糖尿病和冠心
病，都需要常年用药，可是用药稍有
不对血压就升上来了， 这降压药更
是一天也离不了，还是经常头晕、浑
身没劲儿，他自己自嘲为“老药罐”，
其实到今年他也才五十四岁， 身体
却一年比一年差了。

一次去北京出差， 慕名找到了
许三思老人， 从那开始连续服用了
3 个疗程【醋源素】软胶囊。 第 1 个
疗程还没完，就觉得头不晕了，白天
的精神也好多了，不再犯困、也不再
感觉心慌了。 即使偶尔一两天没吃
降压药，也没见血压升上来。按照许
老的嘱咐，连续 3个疗程下来，不但
血压平稳，多年的高血脂、脂肪肝也
好了， 就连常年靠药物维持的冠心
病也没有再犯过了。

现在的赵总扔掉老药罐已经一
年多了，一身的轻松。他开心的告诉
笔者：“现在打篮球可以打满全场，
开车七八个小时一点儿都不犯困，
整个人都觉得轻松多了。这个【醋源
素】软胶囊降压降脂的效果，我算是
真的服了！ 有生之年我一定要帮忙
多多推广， 让更多离不开降压药的
患者也都能像我一样， 得到有效的
治疗！ ”

对“醋疗”有着多年临床经验的
许三思老人说：醋，自古以来即是食
品又是药！

中医古籍《伤寒论》、《本草经集
注》、《食疗本草》、《名医别录》、《医
林纂要》、《本草》 等经典巨著中，都
对醋的治病效果有着详细记载。《本
草经解》：“醋，味酸、温、无毒。 有收
敛气血的作用。临床用于散血瘀、解
毒、治血运，破结气等作用。 可见醋
对化解血栓血黏血瘀， 自古就被应
用于临床。而解毒破血运之说，是指
醋酸能消毒杀菌， 祛除血液垃圾的
功效。

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 醋源素
的主要成分能快速分离出组织细胞
内的钙离子，形成醋酸钙，在肌体代
谢过程中被分解，排出体外。这对已
经出现血管粥样硬化， 血管壁钙化
（动脉硬化）的中老年人来说，可以
达到软化血管，降低血压，减少动脉
硬化的发生。再辅以罗布麻叶，葛根
大豆油，甘油等辅助药物，就能真正
实现迅速平稳血压血脂、 清除血液
垃圾， 增强血管弹性和韧性的治疗
效果。

一般来说，患者服用【醋源素】3

到 7天， 就可显著改善高血压高血
脂引起的头晕心慌浑身乏力等症
状；

连续服用 30 天， 血压血脂基
本稳定在正常指标， 血液粘稠度降
低、血液含氧量提高、循环畅通、血
管韧性显著增强；

服用 3 个疗程下来，无论多少
年的高血压高血脂患者， 都可以得
到逐步的康复， 即使常年对西药有
严重依赖的患者， 也不会再反复发
病， 血管血液和心脏的各项指标逐
步正常。

长期使用【醋源素】 来进行保
健， 更能有效对抗各类型的心脑血
管疾病发生， 使广大中老年人有一
个全面健康的身体，得享高寿！

许三思老先生指出：虽然通过
吃醋能加速血脂代谢， 快速分解掉
长期堆积在血管里的高血脂、 高胆
固醇、高血糖和血栓等，也能逆转血
管动脉硬化，平稳降血压、预防脑溢
血等疾病的发生。但盲目滥喝醋，只
会适得其反！

比如：长期强浓度的醋酸，会刺
激肠胃大量分泌， 并进而腐蚀肠胃
黏膜，导致消化道溃疡和慢性炎症，
加重肠胃疾病的恶化。其次，因为醋
酸有收敛作用，因此，对于长期吃药
导致肝肾功能已经下降的中老年
人，要是经常喝醋，其解酸功能跟不
上，则可能导致酸中毒。

另外， 因为醋酸能快速析离出
组织中的钙离子，因此，长期喝高浓
度的醋，也会导致骨骼缺钙，导致骨
质疏松等问题。

中医讲究君臣佐使，【醋源素】中
的主要成分是由山西老陈醋经深度
加工提取出来的，其提取工艺和技术
始终都还从未对国外公开，而且所选
用的醋原料必须经特定工艺酿制，罗
布麻叶必须采自新疆罗布泊，葛根一
定取自泰国清迈地区，而且其组方剂
量一丝一毫也差不得，只有这样才能
保障最有效和最安全的治疗效果。

在此许老明确忠告广大中老年
患者， 凡是患有各类高血压、 高血
脂、高血粘、脂肪肝、动脉硬化等血
液疾病的患者， 用他的方子保证你
3 个疗程都能逐步康复， 对于治疗
费用我们也会尽量优惠， 如果实在
有经济困难的患者， 只要说明具体
情况， 也都会对治疗费用进行减
免。

特别提醒：全国【醋源素】高
血压救助热线 400-696-1069
现已开通，每天前 300 名患者将
得到减免 1个疗程费用的优惠。

老中医的醋疗奇方
降血压效果独特

千年传承的醋疗方
30天稳压 3疗程痊愈

【醋源素】降压稳压
获欧盟最高权威认可

没用过【醋源素】
就别说高血压治不好

老药罐扔掉降压药
“醋源素降压我算服了”

【醋源素】的降压方
将中医文化发挥到极致

许老忠告高血压病人
醋疗并不是胡乱喝醋

今天免费赠送 1 疗程

【 】每天打进电话前 300名
可免费赠送【醋源素】1疗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