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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变天,腿疼,膝盖疼,浑身都难受!手脚这关节,一天比一天粗大,变形,�看着变成鸡爪子；头不能抬,不能摇,整天这后背酸痛酸痛的；
腰酸,腰沉,腰痛,里面就像长了个钉子,�躺着疼,站着疼,走路更疼!�

为什么这些骨关节病也想了各种办法,�也治了这么些年,�总是治不好呢?�原因很简单,你没有找到最佳的解决办法!�最新研究表明,
骨关节病变,是人体缺少氨糖造成的!

通知：今天免费申领
骨骼的粮食—氨糖

敬请关注全国各大卫视热播的《骨关节病 — 根在氨糖》
为响应国家全民健康计划 , �主办方在全国范围内， 首次推出国家高科技新品氨糖 ,免费发放惠民政策 , �只要您现在打进电

话 , �就能免费申领 ! �名额有限 , �电话报名申领 ,领完为止 ! �为了让每一盒高科技氨糖 ,都能及时发放到最迫切需要的患者手中 , �
发放对象有以下几点要求 : ��
一、必须是真正有需求,为了疾病康复的朋友；
二、需要登记姓名,电话等详细信息，不能重复领取；
三、因名额有限,将按照报名顺序予以免费发放；
四、物流费和税费需患者自行承担，60岁以上老人优先领取。

救助骨关节病
我们在行动

国家骨病防治协会和中国老年骨质疏松
委员会发起的“骨病康复工程”公益活动在
全国启动，此次活动厂家将拿出 3000 盒高科
技氨糖，举办方将在全国免费发放。 本次活
动系爱心公益救助性质，为满足更多的骨病
患者需求， 每人最多申领天然
纯正高科技氨糖一份（物流
费和税费自理；先到先得，领
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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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节骨病
痛在关节，根在氨糖

为什么人一旦上了年纪，就会变得行动迟缓，步
履蹒跚了呢？ 很多人都会回答说是关节疼痛、不灵
活等原因造成的。 可关节好端端的，怎么就会出现
这种问题呢？ 事实上，骨关节痛，痛在关节，根在关
节间的软骨。关节肿胀、僵硬、变形以及风湿类风湿
骨关节疾病、腰椎、颈椎病、骨刺等都是由于关节的
软骨病变造成的。 正常的关节腔里面有大量的滑
液，起到润滑和保护软骨的作用，而一旦关节腔内
的滑液逐渐减少，软骨就会发生磨损，磨到一定的
时候骨磕骨，好比两块石头硬磨,磨的纤维环都破
裂了,髓核也突出来了,骨关节病，痛在关节，根在软
骨。要修复软骨，关键是补充氨糖，氨糖可以说是骨
关节的健康粮食。 所以说，软骨的病变，根在氨糖。

全球医学界发现了骨骼的营养链式反映, 由此
揭开了氨糖缺失,导致骨病的惊人真相。 氨糖原名
氨基葡萄糖,它能够促进人体自身对骨胶原的分泌,
促进关节膜对滑液的分泌, 被形象的喻为:�骨骼的
粮食！ 现在，美国、韩国、日本及欧洲的医学界甚至
将氨糖称为继蛋白质、脂肪、糖、维生素、矿物质之
后人体必须的第六大生命元素。

特别揭示：
天然纯正高科技氨糖免费发放活动（7 月 22

日至 7月 28日），最后仅限 7天，数量有限，凡申请
参加免费申领活动者须提前电话预约。此次纯属公
益活动，每人最多领取一份一年用量天然纯正高科
技氨糖（价值 9298元）

免费申领报名电话：400-6808-203

天然纯正高科技氨糖
解答患者疑问

■天然纯正高科技氨糖免费领取的量能用多长时间？
答：一般情况“天然纯正高科技氨糖”一盒能使用 45天。
■我来真的能申领到吗？
答：本次发放的数量共计 3000盒，早到早得，希望能尽快

来申领。
■是不是真的免费申领？
答：本次活动是公益活动，主办方考虑只收取相关物流费

和税费，一人限领取一份一年用量天然纯正高科技氨糖。
■服用多少盒才能康复？
答：全面康复骨关节病需服用 8盒。

补氨糖 养骨骼三步到位
第一步： 消炎，氨糖进入人体后，能够阻隔关

节腔的炎症，抑制积液的生成。
第二步： 润滑，随着氨糖持续补充，关节腔里

积液被逐渐吸收，滑液开始正常分泌。 骨头间不再
相互干磨，疼痛明显减轻或者消失。

第三步：软骨再生，补足氨糖，促使软骨再生，
达到修复受损关节面的作用， 使骨关节恢复正常，
活动不受限。

只有得过颈腰椎病、 肩周炎、 风湿类风
湿、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等骨关节病人
群，才能体会到痛苦的滋味。而这些患者治了
几年甚至十几年，到头来反反复复，不仅花费
了大量积蓄，而且也失去了治疗的信心。服用
过氨糖的朋友，无论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消
费者，通过几个月的尝试，身体各关节的系统
功能都得到明显改善。

氨糖 8大功效
康复骨病

功效一、 骨质疏松导致的腰背胸痛、变
矮、驼背、骨折、抽筋

服用后：骨基质变厚，骨小梁数量增多、
骨密度增加、 不抽筋， 前胸后背的骨痛消
除，阻断佝偻、驼背等症状发展，消除骨折
隐患。

功效二、膝关节病：疼、肿、晨僵、锁死、畸
形、骨摩擦音、关节破损需置换者

服用后： 再生新鲜骨质， 修复软骨，排
出炎性滑液，再生健康滑液，使受损骨关节
重新恢复抗震力、抗压力、抗磨性。 疼痛、
晨僵、弹响、屈伸不利症状迅速消失，避免
关节置换。

功效三、骨刺、骨质增生导致的各关节疼
痛、发麻、肿胀以及无菌性炎症

服用后：骨刺钝化成点、脱落，消炎去肿，
解除神经压迫，腿、腰、颈、肩、足跟等各处关
节，不再酸痛、麻木，活动自如。

功效四、 腰椎间盘突出、 腰部压缩性骨
折、坐骨神经痛、放射性疼痛、下肢疼痛、麻
木、无力；走不了路、间接性跛行

服用后：恢复破裂的纤维环，回缩突出的
腰间盘髓核，解除神经、骨髓、血管压迫，腰腿
不再疼痛、麻木；酸、胀、麻、僵完全改善，放射
性疼痛消失，患者恢复正常。

功效五、颈椎病、酸痛、上肢放射痛、麻
木，头痛、眩晕

服用后：不仅能消骨刺钙化点，还能补充
成骨素，使颈椎致密，关节软骨恢复弹性、韧
性，脖子疼痛、头晕感觉逐渐消失。

功效六、肩周炎 、怕冷、阴天下雨疼痛

加剧
服用后：隔离肩痛介质、排除毒素，迅速

止痛，很快缓解疼痛、肿胀，各关节走窜痛、小
关节僵硬变形

功效七、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大关节走窜
痛、小关节僵硬变形

服用后：清除免疫代谢物,形成保护膜，消
炎去肿，修复受损关节面，重建免疫屏障，僵硬
变形的手指、足趾，逐渐变灵活，疼痛消除。

功效八、股骨头坏死、中老年骨折及关节
置换术后的恢复治疗，

服用后：大量补充骨密度，帮助钙沉积，
迅速恢复骨血营养，阻止骨小梁断裂，股骨头
塌陷。杜绝退行性骨质疏松造成的骨折、骨裂
等危险，缩短康复周期。

神奇氨糖
让 10年卧床患者站起来

刘大妈，1999 年前检查出腰椎缉拿盘突
出，只能卧床静养，没想到，这一躺就十几年。

大妈回忆说：“那年冬天搬白菜， 就十棵
白菜，感觉这腰突然断了一样，瘫倒地上。 医
院确诊腰间盘突出， 腰椎骨质疏松伴腰椎压
缩性骨折，边缘还有骨刺。 大夫说我命大，髓
核已经压迫神经，离骨髓只有 0.5 毫米，如果
再稍微一使劲，压迫到骨髓，就永久瘫痪了。
从那后，上下床都得孩子们搀扶，汤药、针灸、
膏药都不管用， 每天晚上都疼醒， 总想做手
术，但风险太大，大夫说，只有 5%的腰突患者
适合做手术，而我的腰椎骨里面全空了，就像
个鸡蛋皮，一碰就碎，根本就没法钉钉子，我
就没敢做。 ”

骨刺就剩一个小白点了
2012 年，刘大妈看新闻，知道了氨糖已

经治愈 3万多骨病患者， 好多别的地方没效
果的、吃别的药不管用的、甚至放弃治疗绝望
的，用了氨糖都能康复。 刘大妈动了心思，买
了几盒。没想到，当天吃就感觉有东西往腰椎
骨里灌，腰板有劲，腰疼减轻，第一次睡了个
安稳觉；两个疗程后，一点都不痛了，能坐起

来，自己系扣子、穿鞋子都不成问题；三个疗
程后，行动自如，基本就和正常人差不多了，
到医院拍片，发现腰突已回缩，原来显黑色空
洞的椎骨也长成白色密实的骨头， 原来长骨
刺的地方就剩了个小白点！

生骨养骨、治疗老骨病
吃和不吃绝对不一样

氨糖软骨直接给药，生骨养骨，治疗老骨
病，在中国上市已经十余年，服用的人次早已
经超过数十万人，北京、上海各地的反馈，赞
不绝口：

“腰椎间盘突出十几年了，向下放射性疼
痛、麻木，还有电击、肢体冰凉等感觉，吃氨糖
才两个月，这些症状都消失了。 ”

“踝关节有骨刺，行动不便，不敢上下楼
梯，走起路来，钻心的疼，吃氨糖才 7 天，下楼
遛弯腿脚就敢使劲了，一段时间后，骨刺就能
全消失。 ”

“我最大的感受,吃这氨糖,我膝盖不象原
来酸痛酸痛,走不了路了,搁以前,一换季,一变
天啊,这两个膝盖,�里面涨的难受,那个酸啊,
还痛,真是吃这氨糖好的。 ”

“吃氨糖，不比今天，不比明天，就比一个
月以后，就比 10 年以后骨质情况，再也不必
因骨关节疾病而苦恼了。”诸如此类的赞美比
比皆是。

专家警告：
老人骨脆脆，骨折伤不起

打个喷嚏、弯一下腰就能骨折，要是年轻
人，肯定没有人相信，放在老年人身上，却是
再正常不过了……

在百度上搜索“老人跌倒骨折”，就能找
到相关结果 1860000 个，可谓触目惊心！“最
重要的就是胯关节骨折，胯关节骨折以后，一
年的死亡率 20%， 今年骨折了， 到明年 2 月
份，100个人里面有 20个人死掉的。 ”

每天两粒 八大功效康复骨病
颈腰椎病、骨质疏松、膝关节病、股骨头坏死、骨刺早用早好

专家
警告

申领
电话：400-6808-203

此次高科技氨糖免费发放,�以下几类人群优先发放：特别
提醒

1 换季变天腿疼,膝盖疼,患风湿的朋友

2 手脚关节粗大,变形,�患类风湿的朋友

3 头不能抬,不能摇,肩颈酸痛,患颈椎病 \肩周炎的朋友

4 腰酸,腰沉,腰痛,患腰椎病的朋友

5 X�光片显示有骨质增生 \突出的朋友

全国免费申领热线：400-6808-203

此次发放的天然纯正高科技氨糖，每一
粒都按照国家标准生产 ,假一赔十!

● 温馨提示 ●

右图：20 岁的骨组
织，骨营养丰富，致密结
实，60 至 80 岁，骨营养大
量流失， 骨组织越来越
薄， 最后就像鸡蛋壳，一
碰就碎。

左图：70 岁老
人的膝关节图。 箭
头所指呈灰黑色，
表明骨质疏松，出
现空洞， 产生骨
刺，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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