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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1 月， 国际心脑血管病交
流会上，160 位心脑血管领域的国内外
专家学者，围绕我国自主研发的心脑血
管特效药“通脉方”展开了讨论研究，最
终得出一致结论：该药急能治标，缓能
治本！ 该药实现了心、脑、血管同治，肝、
肾、脾、胃同养，治养结合，一般一周见
效，一周期康复心脏病、动脉硬化、脑血
栓、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病。

心脑血管病人
千万别拿生命“赌”健康
溶栓药、扩张血管药，为何吃上就

停不了？ 为何吃了这些药，反而频繁引
发猝死、脑溢血并危及生命？ 最近，一篇
题为《拿生命赌健康》的文章，为心脑血
管病患者敲响了警钟！ 气血不足是心脑
血管病的早期病机。“气为血帅，气行则
血行”。 气滞则血运不畅，脉道不利，出
现胸闷胸痛、惊悸失眠、头晕目眩、头痛
头涨等，表现为舌暗、唇紫。 同时导致血
液垃圾不能及时排出，造成“血黏”（中
晚期病机），出现三高（高血压、高血脂、
高血粘）， 且血黏后极易堵塞在心脑血
管狭窄部位，引发脑血栓、心梗、脑梗、
猝死的发生。

传统中药和西药， 多是溶血栓、扩
张血管，就好像救火队员，哪里堵塞就
通哪里，却无法解决心脑血管病的根源
气血不足及“血黏”问题，导致几个月后
血管再次堵塞，心脑细胞又处于缺氧损
伤状态，如此循环反复，心脑的寿命必
然降低，肝肾功能受损，患者寿命无形
中随之减少！

专家组多年潜心研制
多位权威专家联名推荐
专家提醒患者： 拿生命赌健康的

药物不可选！ 治疗心脑血管病，多位专
家向患者推荐新药“老太医通脉方”，
它在溶血栓、 清血黏、 修复血管的同
时，活肾疏肝、保胃健脾，不但能快速
治疗心脑血管病， 还有效防止了并发
症的发生， 成为我国治疗心脑血管病
的首选用药。

该药是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
心脑血管病新药，在全国上市仅一年，
成功让数万心脏病、 脑血栓患者重获
健康，其中有很多是被医院下支架、搭
桥手术通知及中风偏瘫 20 年的重症
心脑血管病患者。

四大特点 六重功效
康复心脑血管病 一般三副药

特点一：溶栓通络、见效快、少遭
罪。 药物中独含的总黄酮，具有分子量
小、穿透力强等特点，28 分钟快速消融
血栓，软化并修复受损血管，恢复心脏
和大脑的血氧供应，心脏泵血有力，血
压平稳，胸闷、气短、头晕、乏力等症状
当天就能减轻，患者少遭罪。

特点二：净血脂、降三高、防复发。
心脑血管病病根不在心脑，而在血液。
通脉方特含的益心酶可与心肌酶融
合， 形成一种神奇的心肌细胞———
G2a，它通过吞噬血液中的血脂、甘油
三酯存活。 就像给心脏安了个净化器，
使血液得到持续净化，彻底清除病根，
有效保证了心脑血管病不再反复发
作。

特点三：活肾疏肝、代谢好、寿命
高。《黄帝内经》记载：“肾乃先天之本，
气血之母。 ”药物中的特效成分能增强
血清中 SOD 的活性，强身活血、壮元
气，使房颤、早搏、心律不齐等症状在
用药一个疗程后消失， 同时增加肝肾
的代谢功能， 清除患者体内因常年吃
药积聚的药物毒素， 增强机体细胞活
力，消除并发症，让患者健康长寿。

特点四：保胃健脾、无副作用。 中
医上有“脾生血”的说法，也就是说补
脾养胃是养血的关键。 该药在溶栓降
脂的同时，还具有保胃健脾的功效。 脾
胃好，药效吸收率和利用率就越高，以
达到气血旺、身体强。 很多患者说：“用
上这个药，胃口好了，能吃了，病好得
快”就是这个道理。

冠心病、脑血栓、高血压
吃上这么管用的药

北京市朝阳区的张老，患高血压、
脑血栓 11 年，经常头晕、脚发麻、走路
像踩棉花，稍微上点火，心脏就跳个不
停，半夜时常被憋醒。 用了很多药，可
病情时好时坏，直到用上“老太医通脉
方”后才发生根本性转变。

他说：“我用上通脉方当天， 就感
觉气够用了，头清亮了，身体也听使唤
了。 才 7 天，手脚就不麻，血压也开始
降下来了，用了一个月，头不晕、胸不
闷了，上下楼再也不费劲了，浑身都感

觉非常轻松！ 现在我已经把一个疗程
的‘通脉方’用完了，高血压、冠心病、
脑血栓基本好了， 说心里话， 这么些
年，头一次吃上这么管用的药！ ”

服用当天：血栓溶解、血氧含量增
高、呼吸变得顺畅，头晕、头痛、胸闷、
心悸等症状明显得到改善；

服用前期：受阻血管被打通，全身
无力、虚汗、发蒙、嗜睡的情况不再出
现。 脑缺血、心绞痛、房颤、早搏等现象
基本消失；

服用中期： 头脑格外清醒， 能认
人、能说话、心脏搏动有力，心率稳定
在每分钟 70-80 次， 能够从事正常的
脑力和体力工作。

一周期：口眼歪斜、鸡爪病、走路
画圈儿、手足麻木、流口水、半身不遂
症状消失，中风、重度心梗等患者基本
恢复自理能力。 心脏病、高血压、脑梗
塞、 脑血栓及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病获
得康复。

中风瘫痪卧床 8 年
一疗程扭起秧歌跳起舞

吴学泉是西安某实验中学退休教
师，2004 年冬天早晨出门，不留神摔了
一跤，半拉身子不好使，瘫在床上一动
不能动， 送医院诊断是脑血栓导致中
风，在医院打了 20 天针，就回家养病
了。 想翻个身都不能，嘴歪眼斜，吃饭
呛饭，喝水呛水，才 65 岁呀，一夜之间
变成了废人。 偶然的机会在报纸上看
到“老太医通脉方”的介绍，一打听价
格也不贵，就赶紧去买了试试。

“真不愧是专家研制的啊， 用这个
方子才 3 天， 我就觉得手上麻酥酥的，
好像有电流通过那种感觉，半拉身子都
热，好像什么东西要酥醒了一样，果然，
一副药之后我这手就能动了，而且脑子
跟洗过了一样，从没那么清醒过，我慢
慢蹭着就能下地了，上个厕所扶着墙或
者拄着棍都能自已去了。真没想到这个
药效果这么好，现在已经吃完大概 3 副
药了，上公园去遛弯，跟着音乐跳跳舞，
扭扭秧歌， 老邻居看见了都不敢相信
啊。 ”

胸闷 气短 心口绞劲疼
多年心脏病好利索了

张先生是铁路部门的列车员，年
轻的时候跟车跑，没空闲，本想退休后
享享清福，谁知道得了心脏病。

“心口那块是拧着疼，它绞着疼，疼
的人整宿整宿睡不好觉。 半夜听点动
静，就突突的像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一
样，去公园遛弯，最怕边上的锣鼓点了。
秋冬季节一变天，准犯病，每年都得住
两回医院， 出门的时候口袋里装着药，
生怕突然犯病了，一下子过去了。 ”

儿子从外地带回来通脉方， 三副
药之后，他的心绞痛再没发作过，就连
血压血脂都恢复正常了， 张大爷的心
脏病治好了。

“吃上这通脉方之后， 胸口这就像
有一团东西化开了一样， 不疼不闷了，
到了晚上能踏踏实实睡个觉，白天也精
神多了。现在，我这心脏啊，不怕吵不怕
闹，不像以前，现在到了傍晚，我也到公
园去溜溜， 而且也能跟老街坊们下下
棋，不怕一着急就犯病了，特别是换季
变天，心脏也没啥不舒服，我就觉得好
像从没得过冠心病一样，就跟正常人没

啥区别了！ ”
从 1998 年开始，专家组就在成千

上万中药方中寻找可以强化心肌细胞
和活化大脑神经纤维的关键药物，最
后确定了三味药物，作为“老太医通脉
方”的主药。

丹参通脉溶栓方： 该方剂以沙漠
腹地的丹参为首，由丹参、党参、何首
乌， 两参一草， 聚合成一种裂栓活血
素，可以快速打通血栓，疏通血管，促
进血液循环， 解除心慌气短、 胸闷乏
力、头晕耳鸣等症状。

川芎强心方： 该方剂的核心为大
兴安岭高寒地带的川芎， 并辅以墨旱
莲、槲寄生、地龙，可聚合成心肌强化
肽， 使枯萎衰竭的心肌细胞像发酵的
馒头一样，迅速从干瘪到饱满，从饱满
到充盈，心脏活力极大增强，就像是给
人体换了个新的发动机， 患者就会觉
得浑身有劲！

葛根活脑方：该方剂以长白山葛根
为主药，配天麻、赤芍、琥珀，聚合成神
经再生酶，可以使断裂的大脑神经细胞
恢复自我再生，重新相连，恢复大脑对
肢体的支配功能，口眼歪斜、肢体麻木、
偏瘫、全瘫等症状逐渐消失！

2010 年， 黄教授把三种方剂成功
融合为一体，称为“黄氏通脉强心活脑
方”。 日前，已经委托诚信药品企业把
这个方子制成成药，特别命名为“老太
医通脉方”，评定为“国家重点品种” 国
药准字号 Z20090503。

该药是在原方子的基础上， 采用
现代生物技术，实现了两大突破：溶血
栓的速度提升了两倍以上， 原来需要
3-5 天才能溶掉的血栓， 现在只需要
1-2 天就能完全溶掉， 原来清除全身
的血液垃圾需要 10-20 天， 现在只需
要 5-8 天； 心脑细胞的自我再生速度
极大提升达到了 85%，患者自我感觉康
复速度比过去快多了。

一副药：多数症状消失。 心脏病患
者不再感觉心悸气短、头晕胸痛，可以
进行简单的体力活动； 中风偏瘫患者
能感到手脚热胀麻痒，慢慢能活动了；

二副药：病情全面好转。 心脏病患
者心肌收缩有力，泵血能力增强，刮风
下雨上下坡心脏病不再发作； 中风偏
瘫患者能从床上坐起来，做轻微运动，
语言能力恢复；

三副药： 心脏病中风偏瘫患者临
床康复。 心脏病患者康复，可以像正常
人一样开怀大笑，平安度过后半生；中
风偏瘫患者能自己下地走路， 吃饭穿
衣不用人帮忙，生活完全自理。

重要提示
专家组保证：“使用老太医通脉

方一周期，心脑健康 30 年！ ”康复心
脑血管病，一般患者只需三副药，同
时为传承“仁心济世”之祖训 ，黄老
决定， 从即日起三副药只收两副药
的价钱，所以，建议消费者最好早点
行动，这么好的效果，这么优惠的价
格，很短时间就会被抢购一空！ 还等
什么？ 快快拨打电话

400-055-3877
�����400-008-3988�

厂家声明： 该药未在任何网络渠道销
售，如有购买，一切后果自负。

心脑血管病新药
在我国研制成功

1.一般患者服用三副药，就能让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塞、心律不齐、早搏、房颤；动脉硬化、高血压、高血脂；心慌胸闷、气短的症状得
到有效治疗，使患者心脏舒畅、头脑清醒，患者溶栓通脉、心脏泵血能力增强，病痛消除。

2.一般患者服用三副药，即可缓解脑血栓、脑梗塞、脑溢血、中风偏瘫后遗症、口眼歪斜、半身不遂；鸡爪病、走路画圈儿、手足麻木、流口
水、说话不清楚、脑供血不足等病症，患者头脑清亮，脑神经被激活，跟正常人一样，轻轻松松生活！ ———“老太医通脉方”专家组

心脑新药

报名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