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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通知

徐老经典语录：不用我的方，你或许曾经性福，用我的方你必将一生性福！

他，年近九旬，曾是“贴身御医”
他治疗男性障碍堪称一绝！凡经他治疗的患者，一般 3疗
程，尽扫萎靡不振，60、70岁的老人再度激情生子，有些
生殖器官发育不良的男人，迅速发育长大。这些人以前靠
壮阳药维持着男人的尊严，现在都扔掉了补肾药。
他，就是徐海东教授，我国男性障碍治疗的第一圣手

活动仅三天，结束后即恢复原价详情咨询：

400-677-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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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强巴赤列，祖传十代，别的病不治，专治高
血压，哪怕是头疼脑热的小病也不看。 权威部门认
为我的祖传老藏方效果好， 建议给我做个宣传，那
我就实话实说，半句话不掺假，治别的病我不行，但
看高血压，我有一定的把握，从老祖宗那开始到我
这，靠的就是独门降压方———八味降压汤，不管血
压多高，几个月还是好多年的，吃上我的药血压很
快就下降，最多一个月，基本停服其它降压西药，三
个月血压就能稳在正常值。我平生最讨厌医生乱开
药， 患者进了医院没有个千八百块钱根本出不来，
净开些利尿剂、扩血管的药，用上后也不管用，副作
用还大，就像吸毒一天天的加量，变着法的换药，虽
然暂时控制住血压，但严重刺激心脑肝肾，特别是
扩张血管的药，让血管壁越来越薄，血管极易爆破，
诱发脑中风、猝死。

2004年， 我治疗一个从北京来的援藏工程师，
当时血压高到 120/200，在医院打针、吃药，血压就
降，不吃就升，有时还昏迷，这可吓坏了医院的大
夫，没人敢治了。 后来家属找到我，问我敢治吗？ 我
说别人不敢治，我就敢治，别人治不了，我更要治，
我给患者开了祖传的八味降压汤，早上喝完，中午
就醒了，血压降了，头不晕、不疼，也不恶心了，到了
晚上，能下地走路了。 第 2天，血压到了 80/120，啥
症状都没了，当天就出院，连喝我开的 3 副药，老工
程师的高血压就好了，到现在 9 年都没犯。 他回北
京就把我的方子宣传开了，权威部门也对我的方子
好奇，特意做了临床试验，结果显示：10 分钟内绝
大多数患者血压下降；一个月内绝大多数的患者血
压平稳在 80/120；服够三个月，多年无复发。从没有
一种药能有这样效果， 有关部门建议为我免费宣
传，还把这个 500 年老药批量生产，我把这个方命
名为“常松八味沉香胶囊（国药准字 Z20110041）”
由西藏金哈达药业有限公司独家生产。很多患者问
我，这个 500年的藏药老方子到底奇在哪？

我总结了两个“奇”：
一奇：我的方子治疗更全面，更追根溯源。我采

用“固肾纳气 + 滋木养肝 + 潜阳祛风 + 降逆和气
血”，四项联动气血通调疗法，把心肝脾肾和全身气
血都调和治理一遍， 不放过任何一个高血压的诱
因，将高血压连根拔除。

二奇：经络给药，直达病灶，集中药效，专攻一
处（肾经专攻肾，肝经专攻肝，脾经专攻脾），药效是
普通药物的百倍。 这让我的老药降压更快、而且告
别高血压，减停其它西药。

经络给药中途不损丝毫， 药效可增加百倍，起
效更快，服用 10 分钟就能降压，一个月可减停其它
降压西药，按疗程使用，让患者少遭罪，少花钱，三
个月就能告别高血压。

很多人问我“四项联动气血通调”疗法，多久能
见效？ 真能不复发吗?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能做
到，我的患者从国内到国外，还没有复发的！

我们知道：世间万物，相生相克，世间形成一种
病，必有一种药能制服它，中医理论认为高血压是：
“阴亏于下，肝阳暴张，阳化风动，血随气逆”所致,
表现为头晕、眼花、头胀、目赤、烦躁易怒、心悸、四
肢麻木、失眼、项强、耳鸣等，肝五行属木，肝阳过亢
还会伤及五行属土的脾胃，表现为恶心，呕吐，食欲
不振。血压持续较高可出现心、脑、眼、肾等器官，器
质性并发症，如：冠心病、脑血管疾病、肾病、眼底病
变。 所以想把高血压连根拔起，解决高血压引起的
一系列病症，必须:固肾纳气 + 滋木养肝 + 潜阳祛
风 +降逆和气血，四项联动，缺一不可!

我的方子能断根，让很多人不服，有个有名的
中医就来找过我，非要跟我切磋下，他本人就有 20
年高血压！他说高血压是“肝阳上亢所致，必须平肝
潜阳”，凭借他多年医术，血压确实降了，可只要喝
酒，生气，血压升上来，头晕的站不起，一直吐，有一
次他特意喝点酒来找我， 我一量高压 190， 低压

130，要是再不降，非得弄出脑出血，这不是拿生命
开玩笑么！ 我赶紧让徒弟熬了一碗药喂他，10多分
钟，头不晕，也不吐了，2 个小时后，就站起走路，他
不可置信的说：“喝你一碗药，比喝我 3 天的药都好
使，你的药太神了。 ”我又送给他三副药，三个月后，
他说他的高血压好了，再没犯过，这回服我了！现在
我们是 20年的老朋友了,到现在他都很健康。 其实
我这位中医朋友用“平肝潜阳”的治法没错，但只能
暂时缓解头晕、头痛、恶心等，他失败在忽略了“肾
助肝，肝伤脾”，只治肝，坏掉的脾没治，并发症还会
有；不滋肾，肝失去了强大的免疫后盾，虽一时好
转，只要患者着急上火、喝酒，肝火一旺，又会发病。
所以只治肝，不治肾脾，咋治都白费，只有肝肾脾同
治，才能拔掉高血压复发的根，杜绝并发症的发生。

常松八味沉香胶囊经络给药，24 小时持续降
压、稳压，提高机体免疫力，患者服用 5 分钟：就会
感到一股能量游走于全身，10 分钟血压下降，头不
晕、 不痛， 耳聪目明； 一个月， 血压基本平稳在
80/120，减停其它降压西药，浑身轻松，睡得香，排
便畅；两个月，血脂、血粘降到正常值，心悸、胸闷、
肢体麻木、 耳鸣消失； 3 个月， 肝脾肾功能恢复正
常，远离中风、心梗、猝死发生，高血压 30 年不犯甚
至终身不犯。

一个上海铁路退休的老局长特意来西藏找我
看病，见到我就说：“吃了一辈子的药，高血压也没
去根， 你的药真能去根， 我愿意给你 10 万块钱报
答。 ”我给他开了三个月的药，当天用上血压就降下
了，头不晕，看东西清晰，脑袋也灵光了，说他终于
找回清醒的感觉了。第 3天，血压平稳了，一点血压
高的迹象都没有。 10 天左右，血压正常，就连心脏
也舒服多了，三个月过去了，就跟健康人一样，再也
不烦躁了，他怕还会复发？ 我对他说：放心吧，我肯
定你晚年都没问题。 后来他过来找我，说以前总担
心复发，现在快三年了都没犯，说我是神医，19 年

的高血压都给治好了， 非要兑现承诺给我 10 万块
钱，我给谢绝了。

强巴赤列对长沙市民承诺：“不管你是几个月
还是多年的高血压， 对我来说都不是什么难事！ ”
“我就是敢说，你的高血压不用再吃药了，吃我三个
月药就能好，就能让你摆脱头晕、头疼、恶心呕吐、
肢体麻木，我敢用我的祖宗的声誉担保！ ”“我敢说
没有任何的副作用，非常的安全！ ”“年龄太高的我
不敢说，但是只要是 90 岁以下的人，高血压，我都
能够治好！ ”

强巴赤列对长沙患者承诺：
90 岁以下高血压，我都能治好！

用我三疗程 远离高血压！ 延年益寿!
● 一疗程：血压下降，头晕、头胀、恶心呕吐、头痛、肢体麻木、逐渐消失！
● 两疗程：血压平稳，耳聪目明、心脏舒服，白天精神好，晚上睡得香！
● 三疗程：调五脏，血压基本稳在 80/120，远离脑中风、心梗、猝死的发生，身体健康活到老！

以前总复发，我给他开药三个月，
康复 19 年高血压

3 副老藏方 上演救命传奇

别人用药“控制血压”
我用药是将高血压连根拔起！

抓病根：四项联动气血通调疗法
老中医的血压稳了近 20 年

24 小时持续给药
保证血压都能稳在 80/120 “八味降压汤” 现已获得国药准字在全

国上市，命名为“常松八味沉香胶囊（国药准
字 Z20110041）”，由西藏金哈达药业有限公
司，独家批量生产。 因其确切的疗效和显著
的民族特色，被原卫生部列为国家级民族特
色药物保护品种。

为让更多的高血压患者获得健康，厂家
定于本月的 16号、17号、18号执行推广价：

原价：3960 元（三个月）
现推广价：1990 元（三个月）

活动仅限三天，过期恢复原价！ 望广大
高血压患者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 好 消 息 ☆

咨询热线：
4006-272-787

特 别 提 醒: 常松八味沉香胶囊厂家西藏金哈达
药业，已在山东设立直属办事处，此次推广活动由
厂家山东办事处全权负责，不承接任何中间环节，
患者可直接致电办事处电话订购，以防假冒伪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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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治高血压 老藏医 一药惊人

男人肾虚不用慌 幸福只需一剂汤
一位 67 岁的老年患者，因男性功能障碍，过

了 20 多年的无性婚姻后最终离婚， 连吃了三疗
程徐教授的小药丸， 竟然大大方方地找了个媳
妇，更想不到的是，新婚数月之后，他老婆的肚
子一天比一天大，老年得子，他抱着徐教授流泪
喊“菩萨呀！ ”

男性救星
门庭若市的徐老门诊

提起徐老，中医界几乎无人不知。他年近九旬，
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贴身御医”，祖上 5 代皆为
御医。 他自幼随祖父学医，遍尝百草，熟读医书，练
就一身济世救人的好本领。 解放后，回到老家山东
开堂坐诊，无论何种男性障碍，经他诊治，立能复
举。 徐老治男性障碍堪称一绝！ 被诊断为生殖器短
小发育不良的患者， 不必倾家荡产去做手术了；年
老体虚的患者，治完后一夜激情，而且睡醒之后心
不慌，神采飞扬。

患者们尊敬的把他称为“男性救星”。
山东省滨州市的徐海东门诊，每天病人都排成

长龙，有千里迢迢辗转而来的，有苦等排号很长时
间的，有戴着大墨镜的明星大腕……徐老大夫几十
年如一日，一人独诊，无豪华高档的检测仪器，无亮
堂宽敞的诊室，只有日益增多的病人，只有数不胜
数、无地方可挂的锦旗。 年近 9 旬了，徐老不分贵
贱，始终亲诊亲为，哪怕诊治到深夜，他都要把当天
排号的病人认认真真看完。 这就是国内外赫赫有名
的大爱大医徐海东。

没试过徐老的方子就别说
男性功能障碍治不好!

有些患者问，补肾的药我实在是吃过不少，可为什
么就是效果不理想呢？

徐老答之：
第一：补肾一年不如补气七天，肾气亏虚

才是男性病的病根所在。肾虚，其实就是人体元气
亏损所致的肾亏肾虚，肾虚的本质就是气虚。 比如说
气是树的根，那么肾则是树的枝；树根一旦损坏，树枝
就会难以继续生长。 肾气虚，肾气不足，补再多的肾
精，也无力行事，只会有心无力！因而，补肾重视补气，
就会事半功倍！

徐老说：“2012 年 6
月，42 岁的赵老板到我
这儿就诊， 他白白胖
胖，还有些秃顶。 从谈
话中，可以看出他事业
春风得意。 不过，由于
生意忙碌， 每天只睡
四、 五个小时是常事，
但是他一直感觉自己
身体很好。 但不知何时
开始，他发现自己有些阳痿，夫妻生活质量越来
越差，晚上还起夜几次。 期间也吃了一些虫草类
来补肾壮阳，可基本没有什么效果。 这次是慕名
从合肥而来。“徐老，我身体这么好，怎么会出现
这种事呢？ ”我看了看他，都是六月天了 ，别人
都穿上了短袖，可他还穿着秋衣。我问他是不是
怕冷。 他说：“徐老，不瞒您说，我是长期怕冷不
怕热，冬天穿得再多，我都觉得冷 ，夏天也不敢
开空调，晚上睡觉都得盖棉被。 ”我又问他大便
是不是有点溏稀。 他吃惊地望着我说：“徐老，
您……您是怎么知道的呢？ ”

我对他说：“你的身体可没有看起来那么好呀。 你
肾气亏损日久，阳气虚弱。 因气虚而阳气不足，所以你
会体凉、畏寒、怕冷；同时，长期气虚，就会肾精难存、肾
气就会亏损，就会产生尿频、夜尿，逐渐就会出现阳痿、
性功能障碍等。”我告诉他，停掉你现在的药，先用我的
方子三疗程你看变化吧！ 三个疗程后，赵老板又来了，
笑呵呵地说：“这方子还真神，好了全好了。 ”他还特别
带了几个病友从合肥过来找我看。

第二、常用药中没有提升药劲的猛药，效力
较弱。 只能勉强提气，不能逆转精神！

徐老说：“我行医六十余年，经我手治好的患者成
千上万。 虽然病情各异，但总结起来，治疗诀窍就 4个
字 -血气升阳。 ”血气升阳法是徐老的世家祖传独门
医术，专门补肾气，升元阳，直接针对男性障碍的病根
-肾气亏虚，肾阳不足！

所以徐老敢于公开承诺： 我配的药能治好男性功
能障碍！

在行医生涯中，徐老教授不断改进家传秘方。他应
用尖端科技将传统汤药制成浓缩药丸， 药效提升数十
倍。 有效解决传统中药难吸收、见效慢的弊端。 患者吃
下去，当天见效；30天随心所欲，精力十足。

独创“血气升阳法”
小药丸造就大男人!

鉴于徐老小药丸的卓越疗效， 权威部门极为重
视，应用现代手段进行检测。 揭示了其男性障碍治疗
的四大突破：

一、奇方：这是国内独家的男性秘方药，应用历史很
长，疗效最确切。 采用徐氏独门医术“血气升阳法”，直接
针对男性生殖根部肾气亏虚，肾阳不足。 通过补肾气，升
元阳，迅速滋生男性精力，快速消除男性功能障碍。

二、奇药：这是目前男性用纯中药中起效最快的
药。 该药采取了徐氏独门的制药提纯法！ 使药劲刚
猛，起效迅速！ 多数患者当天见效，而且实现器官再
次发育。

三、 奇法：这是国内独有的纳米级浓缩中药，采
用国际最先进的微晶转导搓丸技术生产， 药效离子
仅 1纳米大小，吸收更好；完全保留天然活性，起效更
快；每粒药丸中药效成分高达十万个，补肾益心，生血
滋阳更有效！

四、 奇效：这是全世界目前能再生男性器官的新
药。 患者服用当天神清气爽， 器官海绵体组织澎湃坚
强。 从此不靠补肾药，年老者恢复壮年激情状态。

不论你是发育不足，还是功能下
降，用我三疗程让你更健康!

在徐氏小药丸的众多受益者中，有一位铁路局退
休的老局长，男性功能障碍已经 20多年，吃过国内外
名药无数，看过的医生少说也有 100 位了，愣是不见
好。 后来找到徐老，用了徐老独家秘制的小药丸，刚吃
第 1天，就对爱人的拥抱有反应；才几天，就恢复了久
违的夫妻生活。 老局长高兴的给徐老打电话，徐老建
议他坚持服够三疗程，把肾气补足。这不，3年过去了，

老局长说，这小药丸带来的快乐，比当局长还过瘾呀！
徐老说他治过最重的患者是山西的一位老司机，从

小发育不良器官短小，结婚都没圆房成功，病史长达 40
年。 一到关键时刻，自己信心不足就没办法，吃了各种药
也不行，有些药还伤身体。 徐老给他用上小药丸，第一天
服，第二天早晨就见效了，接下来坚持服用的过程中，就
先后出现了：夫妻生活时间持久、接触敏感、动力十足。

买不到的丹方 首次批量问世
“徐老的小药丸在美国唐人街世家诊所里， 只有两

瓶，仅供展示不予销售。 徐老的方子，不是说一来，就可
花钱买到的，许多就诊的病人为了专门购药，都要徐老
开方、排号才可得到。我们诊所除了徐老，谁都不许随便
给人开方，这点徐老总是反复叮嘱。 ”给徐老当了 15年
助手的沈大夫介绍说，“去年， 年近 90高龄的徐老就与
我们商量，说他年纪大了，病人却一天比一天多，许多病
人排号都排到 10天以后了，必须得想个办法，方便远道
而来的病人，让信任我们的病人满意而归！

去年 5月，徐老终于同意把自己的独门验方，上报
给国家，获批———【国药准字 Z32020069】，命名为：【健
身全鹿丸】。 并指定由南京同仁堂药业荣誉生产。

为确保【健身全鹿丸】的疗效，徐老对药材的采购
和生产流程要求十分严格，药材必须地道，绝不允许偷
工减料，并且亲力亲为经常到厂里监督生产！

因徐老对生产要求非常严格，加之【健身全鹿丸】
所用药材稀缺珍贵，所以生产成本较高，为让更多的男
性朋友都有能力通过【健身全鹿丸】的治疗获得康复，
经徐老提议，厂家决定于 9月 16号 17号 18号三天举
行成本价试运行推广活动：三天内购买【健身全鹿丸】
有惊喜。 优惠仅三天！

现在，抓紧打进电话，就可以享受试运行推广价。 花最
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快速治好各类男性功能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