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患了高血压去
看医生，许多医生
会告诉你，高血压
是病，而且是终身
不能治好的疾病，
需要终身服药，如
不 服 药 会 引 起
……你被 " 吓怕 "
了，于是把医生的
话当作是圣旨，回
家老老实实的服

药，为了控制住血压，用一种药不行，你用两种，用两种药不
行，你用三种……药越吃越多，身体越来越差了：精神疲劳、头
痛头晕、眼涩耳鸣、接着是胸闷气短、走路没劲，到医院检查发
现心率不齐，左心室肥大、冠心病；还有的感到腹胀口臭，作 B
超检查发现脂肪肝、肝囊肿，甚至肝硬化；再接着尿频尿急，下
肢脬肿，出现肾衰肾炎，严重的得了尿毒症；还有许多人在大
把大把服药的时候中了风……

许多患者在受尽折磨后，发出了这样的疑问：药既然是用
来治病的，怎么服了多少年的药，离健康还越来越远了呢？

●高血压发病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现代医学弄清楚了吗？
许多患者不愿意不明不白被药毒折磨一辈子， 想把高血

压的原因弄明白，便去问医生，可大部分医生吱吱哈哈根本不
正面回答， 有些热情的医生也就告诉你：“高血压发病的原因
很复杂……”既然从医生那里得不到明确具体的回答，于是他
们到书店图书馆查阅各种现代医学病理学著作， 结果让他们
大吃一惊， 现代病理学大都会写上这么一句话：“关于高血压
发病的真正原因和发病机制现代医学还不太清楚……”

天哪！ 既然现代医学关于高血压发病的真正原因还不太
清楚，那“高血压要终身服药”，这究竟是科学的结论，还是误
人的陷阱？

这就像法官说这个人犯了什么罪我还不清楚， 但是我要
判他“无期徒刑”……

●景忠山药业欲为高血压翻案！
从 1992 年开始，景忠山药业有限公司投入巨资，组织国内

100 多名中医专家成立高血压攻关课题组， 经过近 10 年的潜
心研究，专家们达成了这样的共识：

血压、体温、肪搏，是人体五脏六腑气血运行发出的“信
号”。 如果血压、体温肪搏发生了变化，表明人体五脏六腑气血
运行出现了障碍。（《黄帝内经》明确指出，“形诸于外者必本诸
于内”）高血压根本就不是病，而是病症引起的一种症状。 高血
压只是一种表象，是病变的结果，是病症发出的信号，并不是
病症的真正本质。 高血压的本质是，心肝肾的功能降低，血液
垃圾增多，血黏度增强，体内环境酸性化，血管弹性降低，导致
气血运行不畅而出现的病变结果。

●为什么不能把症状当病症治疗？ 或者说为什么不能把
病变结果当做病变原因？

打个比方，一个人肺部感染了引起发烧，肺部感染就是病，
发烧就是症状，如果把发烧这个症状当做病症，就会用退烧药
去退烧而不是消除肺部感染，这样治疗，虽然烧可暂时退掉，
但因肺部感染没有消除掉， 身体必然还会反复发烧……传统
降压药的不妥之处就在这里， 在药物学原理的设计上有一个
致命的缺陷，它不是去消除引发血压升高的病根，而是通过利
尿扩管等各种方法去降压，这种因果颠倒的治疗方法，加之不
断增加的药物毒性，不间断地损伤心肝肾等器官，堵塞经络，
最终导致器官纤维化，血管硬化、气血衰竭……我们身体的免
疫功能就这样彻底丧失了……这就是“高血压治不好要终生
服药”的真相！

●全新的药物设计且能铲除高血压的病根！
采用景忠山药业发现的全新医学原理研发，全球高血压患

者盼望已久， 唯一不用终身服用的纯正绿色中药降压药终于
诞生了！ 请您记住这个可以改变您一生的药品名称， 它就是
【景忠山】安宫降压丸【国家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13021339】。
它相似有增强心肝肾的功能，清除血液垃圾，软化血管，增强
免疫能力的全面功效，可以从源头上铲除引发高血压的病根。
全球首批 35 万服用患者共同见证：

·服用 25 天，心慌、气短、头晕、目眩、耳鸣等症状基本消
失，感觉行动有力，神清气爽；

·服用 50 天，血液基本恢复酸碱平衡，头痛、手麻、憋气、四
肢无力、踩棉花、爱打瞌睡、疲乏等症状全都消失；

·服用 100 天， 血压恢复正常， 血管壁弹性恢复到年轻状
态，高血脂、高血粘症状消除，血管活力增强，血液循环正常，
食欲增加，精神焕发。

·服用 150 天，轻度脂肪肝消失，肝脏代谢酶恢复正常，血
压持续稳定。

·服用 200 天，五脏六腑气血循环，完全恢复正常，患者可
停药。
只需 200 天！ 真正治好终身停药！

●你们说不用终身服药经过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没有？
你可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网站，点击“国产药

品”栏目，输入“国药准字 Z13021339”，再点击提交键，就可查
到国家批准的文件：国家药监部门特批【景忠山】安宫降压丸
“无高血压症状时停服或遵医嘱”， 并在降压药类中专一允许
的药品包装盒与产品说明书中明确写明：“无高血压症状时停
服或遵医嘱”。

治好我的高血压要花多少钱？ 每个疗程 100 天，价格 780
元，两个疗程 1560 元。 好消息：为减轻患者负担，厂家正在开
展“200 天原价 1560 元药品现一次性购买只花 1260 元并办理
承诺卡”特别保障活动。 你莫错过机会呦。

景忠山药业郑重承诺，凡连用 200 天（2 个治疗疗程），不
能治好，或在 5 年内复发患者，凭承诺卡免费治疗，直到治好
为止。

目前【景忠山】安宫降压丸由于生产能力有限，还不能大面
积供货，购买者只能电话定购。 我们通过快递公司在 2—4 天
之内，给您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一位患者康复后这样感叹：

高血压终身服药，是科学结论，还是误人陷阱？
——— 景 忠 山 药 业 欲 为 高 血 压 翻 案 ！

医救有缘者，佛度有心人，
疾病与健康，只在一念间。

●被判“无期徒刑”，只因医生一句话。

景忠山药业有限公司
湖南免费咨询电话：

0731-88157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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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的
肯尼亚籍叔叔奥尼扬戈·奥巴马
因酒后驾驶被美国警方逮捕。他
当时还大声嚷嚷， 要求警车给他
让路。

随后奥尼扬戈又因涉嫌非法
移民而遭到拘留。 当警察问及是
否要通知亲友时， 他居然说：“我
想我会打电话给白宫。”

美国《波士顿先驱报》29日援
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 奥尼扬戈
上周因酒后驾驶被捕。

本月24日， 奥尼扬戈在马萨
诸塞州弗雷明汉地区一家餐馆外
被抓。当天早些时候，奥尼扬戈开
车驶过餐馆附近的一个停车标志
时突然快速左转， 险些撞到一辆
警车。

随后， 警察对奥尼扬戈进行
酒精测试发现， 其血液中的酒精
含量达到140mg/100ml，超过马
萨诸塞州法定安全上限。 奥尼扬

戈因此被捕， 他被控醉酒危险驾
驶以及违反交规等多项罪名。

BBC报道称， 奥尼扬戈当时
坚称自己无罪。 弗雷明汉当地一
名警察在一份书面报告中声称，
当拦住奥尼扬戈·奥巴马时，他还
大声嚷嚷，要求警车给他让路。

这份报告还称，当奥尼扬戈·
奥巴马被带到警察局并被问及是
否需要打电话寻求保释时，他说：
“我想我会打给白宫”。

奥尼扬戈现年67岁， 与奥巴
马已故肯尼亚籍父亲为同母异父
兄弟。 他20世纪60年代离开肯尼
亚前往美国，奥巴马在《我父亲的
梦想》 一书中曾提到过这位长期
“失去联系”的叔叔。

路透社报道，奥尼扬戈在缴纳
保证金后获释，但他仍因非法移民
等嫌疑遭联邦移民部门监控。

■综合新华社、
中国日报、北京晚报

美国生物伦理问题研究总统委员会29日
公布初步报告说，上世纪40年代，美国研究人
员在明知违反伦理标准的情况下，故意使危地
马拉1300多名囚犯和精神病患者感染上梅毒
等性病。实验过程中，83名人类“实验小白鼠”
死亡。

美国媒体今年2月曾披露，半个多世纪前，
美国政府在国内也曾以研发药物和研究治疗
方法的名义， 对疾病患者及囚犯开展人体实
验。类似实验在美国国内曾进行40余次。

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10月就这一事件向
危地马拉道歉，并要求成立生物伦理问题研究
总统委员会进行调查。委员会的最终报告预计
将于12月公布。而危地马拉总统当时称该实验
为“违背人性的犯罪”。 ■据新华社

韩国首尔教育厅厅长郭诺贤涉嫌竞选期
间变相买官。检察官现正调查，这笔可能涉及
“买官”的费用源自何处，是否牵涉挪用公共基
金。

郭诺贤现年57岁，去年当选首尔教育厅厅
长。29日晚些时候，韩国法院签发针对“买官”
案另一当事人、首尔教育大学教授朴铭礼（音
译）的逮捕令。首尔检察官打算近期质询郭诺
贤和其他案件相关人员。

朴铭礼涉嫌于今年早些时候收取郭诺贤
助手提供的2亿韩元（约合18.48万美元），作为
去年退出首尔教育厅厅长竞选的条件。首尔市
地方检察官办公室上周启动案件调查。

韩联社报道，检察官正调查郭诺贤及其妻
子、助手的账户资金流动情况。检察官认为，郭
诺贤在自身资金使用上颇为谨慎， 这2亿韩元
可能出自公共教育基金。 ■据新华社

要警察让路，奥巴马叔叔酒驾被拘
他还涉嫌非法移民美国，称会打电话给白宫

奥尼扬戈的妹妹伊图妮·奥尼扬戈先前非法居留美国，被起诉。后来，
这名57岁肯尼亚籍妇女的避难申请于2010年得到移民法庭法官批准。

2000年，在奥巴马的邀请下，伊图妮获得了赴美探亲签证。在拜访了
奥巴马后，她留在了波士顿，没有回国。

移民局记录显示，伊图妮从1975年起曾多次访问美国，但她每次都返
回了肯尼亚———除了2000年这一次。而那时，奥巴马担任伊利诺伊州参议
员已经3年。 没人知道奥尼扬戈为何偏偏在奥巴马邀请她赴美时滞留不
归，也许，她是指望当时仕途不错的奥巴马能“拉她一把”。

伊图妮在2004年被移民局勒令离境，但她的避难申请最终获批。
白宫曾表态，不介入总统姑姑有关非法滞留一案。 ■据新京报

美国承认拿囚犯做性病实验

首尔教育厅长或“公款买官”

相关链接

奥巴马姑姑曾被诉非法移民

奥巴马肯尼亚籍叔叔奥尼扬戈·奥巴马

奥巴马姑姑伊图妮·奥尼扬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