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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韩国的国宝之一，轰动世界的心脑血管溶栓之王
动脉硬化、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中风偏瘫、老年痴呆的终极疗法

大小血栓都溶了 长寿松引起轰动

20分钟脸微红发热，3-5天手脚麻木冰凉消失，
3个月后血液指标都正常了

不打针不吃药，
大小血栓都溶掉

当天见效，3-5 天手脚冰凉麻木消失
20 分钟开始起效，打通微循环，血流加速，脸微微发

红发热。 5-7 天，手脚冰凉、肢体麻木现象消失了，头晕、
心慌、脑胀、头痛和手脚麻木都没了！ 15 天后你就能感觉
到浑身有劲，下楼买菜、早晨散步、爬楼都很轻松；头脑清
醒、呼吸顺畅，晚上睡觉特别香！ 一个月内即可溶化全身
微小血栓，头晕、胸闷等症状消失，再也不用担心心梗脑
梗了！

1-3 个月，三高指标正常了
每天 1 粒韩国长寿松，建议你在吃前吃后都到医院

检查一下！ 3 个月内不知不觉， 各项指标都发生了大变
化：血压降至 130/80 以下，空腹血糖 6.0，血脂、胆固醇、
血粘度都正常了，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脑血栓等病
全面好转，可逐步减服降压、降糖西药！溶脂溶栓溶毒素，
韩国松针不愧是溶栓之王。

服用 6 个月，心脏病、脑血栓不见了！
坚持服用韩国长寿松 3-6 个月，您会惊喜的发现心

脑血管病那些症状都消失了。 心脑血管中各种大小血栓
全部溶解了，血液清澈，血管充满弹性，心脏病再不会复
发，保持心好脑好血管好的最佳状态，延长生命许多年。

打通微循环效果立竿见影，欢迎亲身验证

韩国松针
效果立竿见影

长寿松软胶囊到底有多好？ 一试便知！
只需 60 秒，即可打通你的末梢微循环，你会感觉到

脸发热、身上发红等现象，这说明毛细血管内血流在迅
速流动！ 到医院检查的中老年人，在微循环检测仪上，可
以清清楚楚看到长寿松对微循环的效果，血流加速立竿
见影，各种麻木症状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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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韩国的国宝之一
心脑血管的 " 溶栓之王 "

�������韩国人天天吃烤肉，为什么心脑
血管病的患病率却逐年下降？ 走到
烤肉店， 其中一个现象引起了来自
日本和美国科学家的极大兴趣，韩
国人吃烤肉， 往往在烤肉下面垫一
层松针。 难道秘密在这里面？

韩国首尔大学心血管实验室证
实： 长寿松松针对各种脂质血栓具
有强大的吸收和溶解能力， 其生物
活性达到了韩国红参的 150 倍。

松针液强大的溶解能力，使它能
溶解各种血栓、胆固醇、体内毒素。
韩国松针液的分子非常小， 小到比
红血球还小许多， 因此可以轻松地
穿过最细的毛细血管， 到达普通药
物到不了的微小血栓， 迅速将其快
速溶化。

远离心脏猝死，告别中风偏瘫
只需一个月，溶解大小血栓

服用松针抽出液， 只需一个月，
即可溶解大小血栓， 疏通大小血管
及毛细血管， 还能将沉积在血管壁
上的甘油三酯、 胆固醇等各种 " 垃
圾 " 中和溶解， 使血液能轻松畅快
的流动， 让硬化的血管逐渐变得干
净和充满弹性， 使血压血脂和心脑

肾等脏腑功能恢复。
医学证实， 长寿松溶栓效果是

目前畅销的纳豆激酶的数十倍，是
医院常见注射用尿激酶的数百倍，
药效持续时间是尿激酶的 10 多倍，
被誉为心脑血管的 " 溶栓之王 "。

服用长寿松松针抽出液软胶囊
后： 高血压病人， 能使血压稳步下
降，头不晕，不胀，不痛；心脏病人，
能消除心绞痛，心不慌，胸不闷；动
脉硬化病人， 能消除粥样斑块，手
麻、头晕症状解除；脑血栓病人，随

着大小血栓的逐渐溶解， 言语变得
清晰，肢体功能恢复。

最重要的是， 三高病人服用长
寿松能防止心梗、脑梗的突然发生，
远离心脏猝死，告别中风偏瘫。

一粒就有效，20 分钟见真晓
打嗝、脸红、全身热

韩国心脑血管病人就认长寿松

长寿松内含的松针素是一种强
效挥发性有机溶剂， 可溶化大小血
栓，溶解多余脂肪，溶掉全身毒素，
包括附着在血管壁上的血栓、 游离
血栓以及对人体有害的各种化学残
留物等， 并通过代谢将其从人体的
汗液、尿液、大便排出体外。

80%以上的人，20 分钟即可亲身
感受到效果！ 有的人打嗝，有的人脸
微微发热， 有的人小便尿出很多泡
泡， 这都是体内迅速溶栓排毒的表
现。

长寿松研制成功 9 年来，在韩国
用户已超过百万。 他们为了宣传松
针的保健功能，自发成立了 " 爱长寿
松俱乐部 "，还组织演讲、写书、写博
客等活动， 至今已挖掘出来长寿松
的几十种用法。 现在去韩国旅游的
中国人， 很多人都见过长寿松的公
益节目，如今他们除了高丽参，带回
国最多的就是长寿松了。

在韩国首尔就餐，你可以看到这种现象：烤肉下面铺着
松针。 这样的烤肉少了油腻，而且味道清香。

MBC电视台是韩国国家级的电视台， 这几年一直致力于
向全世界传播长寿松。

2、溶猪油实验
取一块如绿豆大小的猪油， 放入一敞
口玻璃杯中。 加入一粒长寿松，15 分
钟后， 猪油被溶化， 水面漂起一层油
花。

实验说明： 长寿松可溶解人体血液中
的脂质斑块、血栓、有害脂质等，起效
迅速，各种血液垃圾、血栓迅速溶解排
出。2

3、溶泡沫实验
取一粒长寿松软胶囊， 将松针液滴到
泡沫板上。 泡沫瞬间溶出一个洞。

实验说明： 长寿松可溶解人体内长期
积累的各种顽固的有毒金属、 化学残
留物及脂质毒垢， 从而打通人体各种
循环通道，清除身体内各种残留毒素，
提高免疫力。3

1、溶于水实验
取一粒长寿松，用针将胶囊刺破，把胶
囊内液体滴入水中。 长寿松迅速溶解
在水中。

实验说明：人体中的水分约占 70%。长
寿松溶于水，证明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起效迅速，并且会跟随血液流动，溶栓
效果遍及全身。1

国际畅销的
长寿松研发上市历程
长寿松软胶囊，原料来自朝韩交界处金刚山、妙香山

上的野生赤松。选择树龄在 20年以上的赤松，而且每年只
采摘一次，每次采摘的新生松针产量有限。 每一粒松针抽
出液软胶囊都是从 2.6公斤赤松松针中浓缩提取而来。

1999 年长寿松松针抽出液被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
厅 KDA 认证为 " 健康机能食品 "。

2001 年 2 月长寿松开始生产并在韩国上市。
2003 年申请美国专利 1、高血压 2、糖尿病 3、神经

系统。
2006 年 4 月韩国 KDA 批准 " 健康机能食品个别认

定许可 "， 11 月长寿松完成韩国本土及欧盟人体毒性试
验。

2007 年 10 月长寿松出口日本市场和台湾、东南亚，
迅速在当地掀起松针热。

2008 年 4 月长寿松出口美国市场及欧盟市场，当年
即成为同类产品销量冠军。

2011 年 7 月长寿松出口中国大陆及港澳市场，至今
已上市三年，是百万心脑血管病人心目中的明星产品。

三个实验为你揭秘长寿松
强大的溶栓、溶脂、溶毒素效果

来自台湾养生栏目现场1、吃下去就打嗝，
满嘴都是松针味儿

北京海淀学院路的
田大全叔叔， 患有冠心
病、糖尿病已多年了，抗
凝的、溶栓的、降糖的药
没少吃，吃药的时候好，
一停药就复发。

今年 9月初，他的一
个韩国朋友给他介绍了
长寿松。 刚吃下去，不到
20 分钟就一直打嗝，满
嘴的松针味儿。 15 天
左右到医院检查，他的血
液指标发生变化，比如总
胆固醇下降，血液粘稠度
也有所化解。

坚持服用长寿松三
个月， 空腹血糖达到
5.2mmoI/L， 甘油三酯也
开始往下减，大肚子小了
很多，困扰很多年的失眠
现象也有了改善，睡的又
香又沉，身体好像一夜回
到了 20年前。

2、手脚冰凉、
麻木现象消失了

来自烟台的李淑芬
阿姨，57 岁那年得过脑
中风， 留下了腿脚发麻
的后遗症。 另外还有胆
囊炎，胃也不好，吃点东
西就反酸， 身体状况很
不好。后来买了长寿松，
吃完一会儿就脸上发
热，还老打嗝儿，问了专
家，知道是好转反应，就
放心服用。两周后，嗝不

打了，身体热乎乎的，中
风留下的手脚麻木竟完
全消失了。 服用一个月
后，胃开始不反酸了，三
个月的时候， 胆囊炎有
了明显改善， 过去一点
肉都不敢吃， 现在可以
吃红烧肉了。可以说，长
寿松对她是太神奇了，
以前感觉不舒服的地方
都好了，真是没想到，这
次搞活动， 李大姐一下
子定了 20 大盒。 她说，
他们家有心脑血管病的
家族史， 这个产品都吃
上，有病的治病，没病的
提前改善微循环， 一家
人再也不必为心梗脑梗
之类的担惊受怕了。

3、三个月后，
血液指标全正常

很多中老年朋友
说， 这些年来药没有少
吃，花费了不少钱。遇到
韩国长寿松后， 由于见
效快， 所以服用起来特
别有信心。 只要坚持 3
个月以上的， 身体各项
指标都正常了。 胆固醇
降下来了， 血压血脂正
常了， 血液循环系统就
像年轻人一样， 血液清
澈，血管畅通，心脏跳动
有力。

吃上韩国长寿松的
人， 都会推荐给身边的
亲戚朋友们吃。 长寿松
见效又快又持久， 真是
个好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