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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结石病防治中心指
定健康品

★中华老字号———香港百
年霍氏集团荣誉出品

“老中医”发狠话:

揭秘“霍氏中医世家”第七代传人———霍洪毅教授

结石病不开刀 一朝康复

他年近七旬， 中医界无
人不知， 自幼随祖父学习中
医， 辨识各种草药， 熟读医
书， 练就一身济世救人的本
领，15 岁开始坐堂行医，一
生专治各种结石病， 无论病
情多重、 病史多长， 经他诊
治，力能回春。他就是被患者
们尊称为“结石克星”的霍洪
毅教授，霍老有个传家宝，叫
“霍氏石清茶”， 是治疗结石
病的专用茶， 在民间也流传
着“石清茶”赛金丹的盛誉。

溶酸化结石
霍氏中医 祖传一绝

在广东香港一带，有一位百年不遇、人称
“结石病克星”的茶疗养生奇人。有人说，此人
治结石的绝活儿———溶酸化石，可不得了，普
通的结石病，几杯茶立马见效，不管你患结石
多长时间，只要你还在为结石病而烦恼，服用
石清茶，迅速止痛，保准你将结石通通化掉，
浑身轻松。也有人说，到大医院花好几万都治
不好的结石病，找到他千八百的就治好了，还
有人说，他用来给人治病的方子是祖传的，曾
有人花巨资买他的方子，他楞是没卖。

许多人不相信，因为原来治疗结石病，除
了做微创取石手术， 就是开刀切除胆囊等器
官。 结果是：结石手术只能暂时缓解病情，不
但让患者失去胆囊， 损伤肾脏， 而且手术过
后，结石还会生长，再次手术，这让患者痛不
欲生。结石病那么难治，你霍教授既不让患者
住院，又不让开刀手术，这么简单一副药，就
能根治结石，这不是天方夜谭吗？霍教授听到
这话拍案而起。 我行医 50 年，治好的结石患
者少说也上万。 我不做广告，也没有医托，都
是父老乡亲口口相传， 大家主动找我看结石
病，我凭的是真本事，靠的是铁疗效。

2008年，市里有一个退休老干部，患肾结
石十多年，最大的一颗超过 1.6cm，站着疼，坐
着疼，上厕所疼，还尿血。 吃过国内外名药无
数，看过的医生少说上百位，做过很多治疗，
但结石还是长。后来老伴买回了石清茶，老干
部刚喝 2 袋，就感觉胸口、腰部微微发热，特
别舒服！ 才几天， 就看见尿液中有絮状物排
出。 连喝一段时间，B 超发现：最大的一颗结
石由 1.6 缩小到 0.3，老局长真是服了，这不，
几年过去了， 老干部的肾结石再也没有复发
过，人也变得年轻！

这还不算什么，霍老拍着胸脯说：我的方
子是祖传一绝啊，别的病不治，光治结石一种
病，治别的病不敢说，治结石我敢说，治一个
好一个。

7 代人专治结石病
溶酸化结石 百发百中

传闻越多，就越显得神秘。全国各地结石
患者都怀着崇敬之心慕名而来， 一时间霍氏
中医馆人满为患，天不亮就有人排队候诊，有
的甚至要排上三四天的队才能看上病。 近几
年， 在霍氏中医馆的周边， 开起了很多小旅
店，家家生意兴隆，这些小旅店的老板也成了
霍老治结石病的直接见证者。

“来这里住店的 80%都是找霍教授看病
的，有的来时因结石引起的腰、腹绞痛，站都
站不稳，在霍老那里开了几副药后，疼痛感迅
速减轻，结账退房看到时人变得精神抖擞，生
龙活虎。 ”一个赵姓老板说。

人们不禁要问， 这霍洪毅教授到底有何
神通？他到底是妙手回春的华佗再世，还是又
一个自吹自擂的张悟本呢？

问：霍老先生您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霍老：我叫霍洪毅，治结石病已经 50 年

了，我秉承祖上“溶酸化结石”秘方，别的病不
治，专治结石一种病。 一句不掺假，治别的病
我不敢说，要说治结石病，一百个人我就能治
好大部分。我治结石病和别的中医不一样，就
用我秘制的“霍氏石清茶”，每天坚持泡一杯，
我保证能迅速止痛， 几天后尿液中有絮状物
排出，一段时间后肝功能恢复正常，1-3 个周
期化解排空体内结石，让人面色红润，精神焕

发，腰杆挺笔直，重返健康年轻。
五千年古方今用

溶酸化结石 几杯茶就好
问：霍老，你家祖传的这个方子治结石病

到底有何独到之处呢？
霍老： 结石是酸性体质的人易患的一种

代谢疾病，有五千年历史的《黄帝内经》认为，
引起结石病的原因是脏腑衰弱体变， 唯养生
改善体质才是根本出路。 由于结石病患者多
是代谢失调，体内矿化，腑脏对药物的吸收能
力弱，本身免疫力就低，而打针吃药、手术碎
石、手术切除器官等治疗方式，不但无法治愈
结石病，还对人体造成巨大伤害。而传统的中
药颗粒较大，身体吸收不了，所以吃多少药都
没有明显效果。而我祖传老方则有两大绝技：

1、50 倍超浓缩，一盒见效：传统药物颗
粒大，身体吸收不了，而“霍氏石清茶”是目前
国内出现的最高效安全的方子， 所有原料都
是原产地收购的地道药材， 经过精细筛选炮
制，是普通药材药效的 50倍。 溶酸化石，治养
结合，快则治标，缓则治本！

2、溶酸化结石，几杯茶能断根：该方采用
鸡内金提取物、茯苓、薏苡仁、山栀子、山药、
山楂、甘草、橘皮等 8 味常用药食两用药材，
又添加多种霍氏中医自配秘制药， 它直接针
对结石病根———五脏虚损，酸性体质。通过溶
酸化石，五脏同调，恢复人体自我化石本能。
不管多严重的结石病， 最多喝三个周期的石
清茶就能好，10年再难犯。

问：霍老，近今年市场上也出现了不少治
结石的药或茶，个个吹得神乎其神，但患者用
后效果却一般，那“霍氏石清茶”如何让百姓
放心呢？

霍老：没错，无德之后行医必害人。 最近
几年，黑心药商盲目夸大疗效，置患者利益不
顾，误怠病情，我很痛心，他们应当遭到全社
会的谴责和法律的严惩。 人做事，天在看，我
祖传秘方秘制成的“霍氏石清茶”就可溶酸化
石，治好结石病。 我治病救人不图啥名气，行
医 60年，只治结石一种病。 做人要厚道，做医
生更要厚道，诚实守信，不坑人害人，更不能
夸大宣传，要实事求是。 我行医有两个原则：

1、信得着我的有钱没钱都给治，信不着
我的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治；

2、不管你是胆结石、肾结石还是尿道结
石，喝我配的茶，溶酸化石，改善酸性体质，恢
复人体控酸化石本能， 让大石化小， 小石化
了， 一次去根十年难再犯， 老百姓赚钱不容
易，得了结石病很痛苦，我别的病不治，专治
结石一种病，不让患者白花一分钱。

问： 您这么多年一定治好了很多结石患
者，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呢？

霍老：嗯，让你问着了，这样的例子就是
讲上十天十夜也讲不完啊， 我就说说我印象
最深的两位患者吧。

结石痛得要自杀
石清茶让结石“消失了”

王曙明是深圳康顺商贸公司的总经理，
前年夏天发现肾结石、尿路结石，肾里 3 颗，
尿道 1 颗，膀胱 1 颗，经常腹痛难忍，发作起
来死的心都有，去医院，大夫说多发性结石，
就连手术也没有办法做，只能捱着。

王曙明实在没办法， 深感人的身体和金
钱比起来真是什么都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
听说我治疗结石病效果很好，就找到我。见到
我说：“霍大夫，你快救救我吧，不然我真的痛
得没法活了！ ”我就给他开了三周期的“霍氏
石清茶”，让他坚持服用。喝上 3天，结石引起
的各种疼痛消除了，浑身舒服；连服一个月，5
颗结石消除了 3 颗，尿血也好了，大夫都不敢
相信， 继续喝上 2 个周期， 去医院做 B 超检
查：大小结石全部消失，人也精神了，气色也
好了，我笑着问，现在还想自杀吗？

他说，谁愿意跳楼自杀呀？那都是让结石
病逼的实在受不了了。

老院长要为石清茶正正名
四十年结石一次冶好

陕西省中医院的张院长。 他作为一个院
长， 却患了四十多年的胆结石， 大小不下 10
颗，不光疼，还口臭，恶心，有一次一个小结石
正好卡在胆管口，差点没疼死，我也知道他看
了不少专家教授，吃了不少药，可是就不见好
转。最后还是我主动找到他，让他用我的石清
茶， 我说咱们打个赌， 如果你喝石清茶还不
好，我再也不给别人看病。

结果这个院长只喝了几天，胸痛、背痛就
好多了，半个月时去过 B 超检查 10 颗变成 4
颗，剩下的也小了很多，连喝了三个月的石清
茶，发现结石全部排出了，胆管、胆囊溜光溜
光的。当时这个张院长高兴啊，他抓着我的手
说，老霍呀，你这个石清茶真是神啊，以前是
我不对，小看你了，以后我得为你正正名啊。

治结石请牢记
1、手术无法杜绝结石的复发
西医一直认为， 结石病就是人体器官内

长了石头，只要把石头拿掉就没事了。 结果，
竟多达 68%的患者做完结石手术后复发。 如
果老是通过手术碎石、取石，不但无法治愈结
石病，还会对人体造成巨大的永久性伤害。手

术对肝、胆、胰腺、肾等五脏六腑的损伤，会进
一步削弱人体五脏六腑的代谢功能， 加重体
质酸性化程度，导致更多的结石。

2、国家权威认证，对症下药才有效
因“石清茶”安全高效，经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认可， 授权中华老字号———香港
百年霍氏集团进行开发生产，特批准为“新资
源健康食品”，并发文重点推广。 经多年临床
验证，治疗结石有确切疗效，康复患者多达百
万人，这样的产品才让人放心。

问：霍老，您今年快 70 岁了，可依然坚持
坐诊 6 个小时， 可就是这样还是很多患者没
办法当天看上病，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霍老：是啊，很多患者都说找我看病不容
易，如今我年近七旬，也常常觉得力不从心，
目前，我已将“霍氏石清茶”秘方无偿上报国
家，现在“霍氏石清茶”被国家卫生部门批准
为新一代的结石病专用养生茶，因其效果好，
无毒副作用的特点， 被授予国家新资源健康
食品。 现在全国各地的结石病患者也不用再
舟车劳顿，在家门口就能治好病了，霍氏石清
茶是我在祖传老方的基础上， 又增加多种霍
氏秘制成分，起效迅速，药劲绵长，溶酸化结
石，我敢保证跟我亲手医治不差毫厘。

后记
有人说霍老是华佗转世、扁鹊再生，霍老

却说自己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医生， 凭本事
为患者看病，我们想通过这位民间大医，让中
医国粹发扬光大， 让霍老的治结石奇术和他
的“霍氏石清茶”造福更多的结石病患者，让
全国几亿患者不再走冤枉路， 不再浪费血汗
钱， 踏踏实实的按照霍老的方法把结石病治
好，不再为结石而苦恼，不再拖累家人，重新
找回健康身体，幸福后半生。

夏季康复结石病
惠民救助公告

如今，“霍氏石清茶”已经畅销全国，为传
承“医者仁心、济世为怀”之祖训，保证条件困
难的结石病患者也能一次性告别结石困扰，
霍老决定实施惠民措施：(1） 购 15 盒赠 10
盒、10盒赠 5盒；（2）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我
省救助名额 100 名，本活动仅限 2 天，每日仅
限 50名额，额满即止。

结石病患者， 如果您做过结石手术仍然
复发；如果您由于胆结石引起胸痛、肩背痛，
肾结石引起腰、腹部绞痛，尿道灼痛等；如果
您经常出现胸腹剧痛、恶心、呕吐、胀气、便秘
等症状，马上拨打电话 400-633-4177 申请疗
程购买。

对身体的关爱，不要等到明天，也不要想
着等一会，很多事等等就会忘记！ 健康没了，
再成功的事业又有什么用呢？ 就是现在———
拿起电话拨打 400-633-4177咨询。我们现在
已经开通全国免费送货上门、 货到付款的服
务，不出门，在家就能体验到“霍氏石清茶”的
神奇效果，之后，我们坚信，效果好的人都会
主动宣传。本活动仅限 2天，如果您报名时间
超过了期限，我们将不再接受您的申请！

郑重承诺：服用 5 日无任何症状改善，无
条件全额退款。 连续服用 3周期未愈或 10年
内复发者， 由霍洪毅教授一对一免费配药治
疗，直至康复！

■他，年近七旬，是与同仁堂齐名的霍氏中医第 7代传人！
■他，继承千年中医精髓，是被国际医学界认可的中医养生大师！
■他对结石病的治疗堪称一绝！ 凡经他治疗的患者，只需喝茶 10分钟，胆结石引起

的胸痛，肩背痛；肾结石引起的腰、腹部绞痛，尿道灼痛都会明显减轻。 改善酸性体质，杜
绝结石再生！ 他就是治疗结石病奇人———霍洪毅。

“结石病克星”———霍洪毅教授

3.15 质量承诺： 霍氏石清茶为天然药食
同源的中药材精制而成，不添加西药，若发现
西药成分，厂家愿以重金赔偿。

全省免费送货上门服务，货到付款

“霍氏石清茶”给药示意图

400-633-4177订购
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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