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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脑病进口药

获批上市

国内快讯： 来自中国对

外合作中心的最新消息，被国

际医学界称为 " 治脑一绝 " 的

蒙古红药，采用世界非物质文

化遗产 --- 蒙古国原始炼丹

技术， 经过 72 道工艺、108 天

炼制而成，最终打磨成红褐色

的丹药，在蒙古医学界被俗称

为蒙古红药， 蒙语的意思是 "

最有效最安全的药 "。

蒙古红药是蒙古医学的

最高成就，在脑病治疗领域走

在世界前列。 使内陆欠发达国

家 - 蒙古国一举摘得了 21 世

纪人类脑科学贡献大奖。 经过

对外合作中心多方协调，终于

被我国原方、原药材、原工艺

全套引进，在中蒙合作生产企

业中蒙制药获得批量生产。 经

三年八期临床验证，于 2008年

3 月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

市，这是我国首次以合作方式

引进国外特效脑病产品，来解

决我国脑病在临床治疗上无

特效药的实际难题，为广大脑

病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据一些患者的家人反映：

这种进口红色丹药丸的服用

方法特别怪，不仅一天只需服

用一次，而且每次只能服单数

粒，不能服双数粒。 更令人惊

讶的是， 按此种怪法服用，见

效特别快，一天一个样，一月

一个大变化，从未经历过。 有

的脑血栓偏瘫患者，一个月左

右就能灵活走路了；有的脑萎

缩、 痴呆患者不到一个月，大

小便就能自理，不再用家人照

看了；有的帕金森、癫痫患者

仅二十几天，震颤和抽搐就减

少了；16 岁的脑瘫儿，12 年从

未叫过妈， 服用仅 2个多月就

开口叫妈了！ 一丸小红药治愈

五大脑病也在众多患者中传

颂。

专家指出:10 个脑病 8 个

呆傻 9个瘫，不解决傻和瘫，脑

病就不能算治好。 进口蒙古红

药全部引进蒙古大漠天然野

生特种药材组成， 抓住 " 治傻

和治瘫 "这个根本， 通肾络生

脑髓，通脑络修神经，通经络

活筋骨，让五大脑病患者结束

傻和瘫，变得聪明，活动自如，

实现生活自理。

目前，这种进口红色丹药

---蒙古红药通过国家调拨在

我省上市， 有关情况可拨打

0731-83574957、 83574958

详细了解。

专家证实：脑出血和脑血栓后遗症及中风偏瘫、脑

萎缩及老年痴呆、脑瘫、帕金森、癫痫可一药解决。

蒙古红药

颈椎病、腰椎病、膝关节病、增生性关节

炎等骨病，严重影响老年人健康。 刺痛、酸痛、

肿痛，疼起来是死不了活不好，一旦关节受限

或功能丧失，手弯不了，腿走不了，腰直不起

来，脖子一动就咔咔直响，甚至关节变形，常年

卧床，生活不能自理。看到这种现状，我国著名

中医冯武臣教授深感责任重大，将家传百年治

骨秘方无偿捐献， 此方开创养肾治骨先河，组

方严谨，理法分明，君臣佐使配伍得当，以补肾

为本、治骨为标，标本兼治！对颈椎病、腰椎病、

膝关节病、增生性关节炎等骨病治疗效果迅速

明显。一经公开，就被祖国医学界誉为“中华第

一治骨奇方”， 国家药监局给予国药准字批号

（国药准字：Z61021555） 及中药保护品种证

书：（2006）国药中保证字第 006 号，并允许其

沿用古名【蠲痹抗生丸】建厂专项生产。

为迅速推广这一治骨良药， 在各有关部

门的大力支持下，陕西冯武臣大药堂制药厂有

限公司面向全国免费发放 100万盒【蠲痹抗生

丸】，骨病患者可免费领药治疗，冯武臣教授只

有一个要求： 请每一位骨病患者在治疗康复

后， 将自己亲身体验的康复过程转告给 10 个

骨病患者。【蠲痹抗生丸】的推广不需要巨额的

广告，要的是患者实实在在的口碑！

目前，免费发放活动已来到湖南，为三湘

大地的骨病患者带来一个免费治疗的好机会，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患有颈椎病、腰椎病、膝关

节病、增生性关节炎、跟骨刺等骨病，请您马上

拨打电话：0731-82897965 报名，即可免费获

赠 1-3 个疗程的【蠲痹抗生丸】（重症患者可

特别申请 4-5个疗程）。

据其他省份服用过【蠲痹抗生丸】的患者

反馈：服用当天：骨骼关节热感明显，疼痛明显

缓解，当天睡眠改善；服用 3-7 天：关节红肿、

麻木、酸痛、刺痛，颈部疼痛、酸胀、发僵及颈椎

病引起的头晕目眩、 四肢麻木等症状明显减

轻， 增生骨刺开始软化缩小， 手脚伸屈自如；

服用一个疗程：晨起腰痛、腰部僵硬、酸胀、关

节肿胀、活动障碍等症状会逐渐消除，有的重

症患者甚至可以下床行走。 2-3 个疗程：患

者肾气充足、骨髓充盈、筋骨强健，增生骨刺完

全消融，精力充沛，可完全恢复生活及劳动能

力。

此次免费治疗活动名额有限，时间较短，

望广大骨病患者抓紧时间报名领取，免费药品

赠完即止，绝不多赠；领药同时希望您能留下

您的姓名和电话， 以便后期开展疗效调查，谢

谢您的合作！

资信真实，资信可靠！ 打进电话：0731-�

82897965，如与承诺不符，愿承担相关法律责

任。

2011-7-21

颈椎病、腰椎病、膝关节病、增生性关节炎、

肥大性脊椎炎、跟骨刺、大骨节病等

骨病免费治疗

我们恳请您：康复后把您的康复

过程转告给 10个骨病患者

陕西冯武臣大药堂制药厂有限公司

★免费发药公告★

帮“陌生叔叔”，9岁男孩被绑架杀害

本报为你送上“假期照看孩子秘笈”：在公共场所，尽量别让孩子离开你的视线

9岁小学生张世豪遭绑架， 父母隔日凑

钱按照要求打去赎金，孩子仍在案发当晚被

勒死。

为了毁尸，3名犯罪嫌疑人将孩子杀

害，用绞肉机碎尸，还把孩子的颅骨扔进了

黄河……

目前，3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案件

已由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19日下午，今年38岁的张晓和妻子张彩

霞，讲述了儿子的不幸遭遇，他们就是受害

人张世豪的父母。

【梦魇】9岁儿子放学后被绑架

如果尚在人间，张世豪今年已经10岁了。

2010年11月2日下午放学后， 张世豪被

绑架。逼他说出父亲的电话后，绑匪给其父

亲打了勒索电话，当晚7点多将其杀害。

那天放学后，张世豪比其他同学晚走了

约10分钟。

当他单独走在回家的路上时，碰到一个

中年男子求助，让他帮忙给弟弟挑个玩具。

张世豪带着男子来到学校门前的小卖

部，帮他挑了个溜溜球。

中年男子以溜溜球档次低、希望买到更

好的为由，请张世豪跟他一起到玩具专卖店

挑玩具，还把溜溜球送给了张世豪。

张世豪和中年男子上车，一起从路边的

监控录像上消失了。

当晚， 张晓接到一个陌生男子的电话：

“你的孩子在我们手上，你不要着急，明天上

午12点前，打10万块钱过来，一会我会把卡

号发给你。”

儿子被绑架了，怎么办？夫妇俩选择了

报警。

【残忍】绑匪当晚撕票，杀人碎尸

接到报警后，原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

立即部署警力解救人质，抓捕犯罪嫌疑人。

第二天，在办案民警的陪同下，张彩霞

夫妇往犯罪嫌疑人提供的账户上打了10万

元。

2010年11月4日上午， 绑匪要求再汇10

万元，并警告说：“不要报警，注意你们的言

行。”

“实际上，11月5日两个犯罪嫌疑人已被

抓获，民警已知道孩子被害了，但害怕我们

承受不了打击，没跟我们说。”张彩霞说，他

们回家后，也只能等消息。

“我们家都不敢关灯， 害怕孩子回来害

怕，担心他找不到家。”张彩霞说，丈夫天天

睡在门口的车里，等着儿子回去。

在案件侦破后，张彩霞得知，在校门口

骗走张世豪的男子叫刘志伟，之后乘上张成

胜驾驶的越野车，他们将张世豪绑架到张成

胜与李纳的住处。

绑匪逼迫张世豪说出张晓的电话号码

后，就撕票了。

绑匪在卫生间将张世豪勒死后，割下了

他的头。 随后，绑匪买来绞肉机碎尸，还把孩

子的颅骨扔进了黄河……

【提醒】无论多忙，父母要照顾好孩子

现在，张彩霞一看到小孩子都会落泪。

“他很乖， 要不然怎么会去帮绑匪忙挑

玩具。”张彩霞说，父母都六七十岁了，担心

他们想不开，天天都住在他们家里看着。

“他们太残忍了，怎么能对一个9岁的孩

子下此毒手呢？”张彩霞说，她后来知道孩子

被绑架的时候受到很多折磨， 被灌了安眠

药，嘴里还被塞了擦车的抹布……

“现在又到暑假了，很多孩子离开学校，

一些家长又没时间照顾， 我想提醒家长们，

无论多忙，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孩子。”张彩

霞说，小孩子不懂事，很容易被骗。

网友也细心地为家长整理出了看管孩子的小贴士，希望能引起家长的重视：

1、公共场所，不要让孩子离开家长的视线。

在小区、公园、商场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稍不注意，孩子就会被玩具、模型等

吸引，离开家长的注意范围。家长要教育孩子，一旦在公共场所与父母走散，马上找

穿制服的工作人员，背出父母的姓名、电话号码、住址等。家长们在公共场所也要提

高警惕，在遇到问路之类的搭讪时，一定要牵好孩子。

2、学校门口、上学途中危险不容忽视，建议家长接送到底。

3、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善意帮忙也要适度。

面对陌生人的求助， 单纯的孩子往往会毫

不犹豫伸出双手。 家长要提醒孩子不要和陌生

人说话， 遇到求助可以找学校的老师或者警察

帮忙。 ■据河南商报

别让孩子离开视线 善意帮忙也要适度

当时孩子被刘志伟骗走时的监控录像截图。

服

务

父母痛不欲生。

“陌生叔叔”

说了什么？

绑架勒索

然后撕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