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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人群急需心脑欣组合
心脑欣组合全面针对： 头晕头痛、胸

闷气短、心率不齐、冠心病、心绞痛、动脉硬
化、脑血栓、脑梗塞、三高血症、中风偏瘫等
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全面解除心脑威胁。

� � 针对目前治疗心脑血管病药物的市场混乱，心脑血管病患者盲目用药，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的高额药费，导致患者家庭因病
致贫，因病返贫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这一问题，由健康家园心脑血管疾病防治中心及国际心脑血管病联盟（LDF）决定在全国范围内，
加大对心脑血管病患者的救助力度，扩大救助范围，只要你是心脑血管病患者，只要你拨打救助电话，就可以得到救助。

救
助
通
知

原 价：一疗程 1990 元（6 个月量）

救助价：一疗程 990 元（6 个月量）
救助时间：10 月 12 日—16 日（仅限 5 天）
10 月 17 日恢复原价 即 1990 元（6 个月）

郑 重 承 诺
为确保疗效，心脑血管病患

者用药一疗程未康复者及 5 年
内复发者，厂家将免药费继续提
供药品治疗，直至康复。

指定救助地址： 东塘星城大药房（养天和
内，东塘百幸鞋城旁）

咨询热线：0731-82464035
(市内免费送货·省内货到付款)

心脑血管特效药在我国研制成功
签 约 救 助 1000 名 心 脑 血 管 疾 病 患 者 今 起 报 名

2009年 10月，由中国中医
药研究院心脑血管病专家组的
40 多位著名专家，历经十年攻
关， 终于率先研制出我国活心
溶栓的高科技心脑血管产
品———心脑欣片组合。

心脑欣片组合的有效成分
来源于红景天与纳豆。 红景天
又名“仙赐草”,仅仅生长于青
藏高原 4200米的雪山上。因为
长年处于低温、缺氧、高紫外线
的恶劣环境， 它具有非常珍贵
的药用价值， 长期以来是藏区
人民治疗头晕头痛、胸闷心悸、
呼吸困难、心率失常的救命药。
纳豆作为公认的健康食品，其
中富含的纳豆激酶， 能全面溶
栓、保护血管。日本人因为食用
纳豆，心脑血管发病率极低，平
均寿命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
平。

心脑欣片组合运用先进的
离子分层萃取技术， 从红景天

苷和纳豆中分别提取 SAD 活
性增容因子和纳豆激酶。 独特
的活心溶栓三元疗法， 一活心
脑、二溶栓塞、三降三高。 快速
治疗头晕头痛、胸闷气短、心率
不齐、冠心病、心绞痛、动脉硬
化、脑血栓、脑梗塞、三高血症、
中风偏瘫等各种心脑血管疾
病，全面解除心脑威胁。

一、活心补氧救心脑
心脑欣片含有从高原红景

天中提取的 SAD 活性增容因
子。 在破血透栓的同时，大幅提
升血红细胞的携氧能力， 全面
激活心脑细胞活性。 在它的作
用下，血流快速冲破淤阻，到达
缺氧的心肌、脑神经等处，抢救
濒临死亡的心脑细胞， 恢复正
常的血循环功能，强心救心。 心
脑血管病常见的头晕头痛、心
慌气短，胸部憋闷、呼吸困难等
现象得到全面改善。

二、洗血清脂溶栓塞

纳豆胶囊， 含有从纳豆中
提取的纳豆激酶， 能够迅速溶
解血栓， 消除附着于血管壁上
的硬化斑块。 它像一张无形的
过滤网， 吸附血液中多余的甘
油三脂、 胆固醇等血液垃圾并
通过循环系统排出体外。 纳豆
激酶的效果超高，使心肌梗死、
中风、脑梗塞、猝死等危险心脑
血管病发生率降到很低水平。

三、养心护脑降三高
心脑欣片组合中含有多种

珍稀药效成分如红景天苷、黄
酮素、超分子歧化酶等物质。 这
些物质能够强力抗氧化，保护心
脑组织。 同时还可以大大增强
血液的抗凝血能力、 恢复血管
正常弹性功能。 血液清澈、阻力
降低、流速加快。 相关研究表明
使用心脑欣片组合后，血液中各
项生化指标回到正常范围，高血
压、高血脂、高血粘的三高血症
全面改善。

□专家提醒：

心脑血管病用药要当心
心脑血管疾病，因为病期比较长，往往

需要长时间用药。而现在治疗心脑血管病的
药品众多，让患者无从选择。专家建议，消费
者要理性用药，以免被误导从而蒙受经济上
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一位从事心脑血管方
面具有多年经验的医学专家告诉我们。只有
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严格审查的
药品，才具有治疗的作用。 广大病友要防止
上当受骗，首先就要看看这种产品有没有国
家批准文号，是不是国药准字号产品，心脑
欣片不但是国药准字号产品，同时也是世卫
组织心脑血管病研究推广中心和中华心脑
健康联合促进会推荐药品。效果当天就可感
受，心脑血管病患者可以试用体验。

服用心脑欣片组合
心脑血管重获健康

● 全国特有活心溶栓三元疗法心脑用药
● 中国心脑健康救助计划指定用药
● 国家药监局批准国药准字九类新药
● 世卫组织心脑血管病研究中心推荐药品
● 中华心脑健康联合促进会推荐药品

开始服用：小便颜色加深，血液中的甘油三脂
等血液垃圾被排出，血氧含量增加。 头晕、头痛、胸
闷、心悸等不适症状明显改善。

1~2 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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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颠、
早搏等现象基本消失。

2~4 个月： 受损的心脑血管细胞全面再生修
复，头脑格外清醒，心脏搏动有力，全身感觉有劲，
能够从事正常的脑力和体力工作。

一个疗程：三高症状消失，一般患者心脑各项
指标恢复正常，中风、重度心梗等重度患者基本恢
复自理能力。

� � 在心脑血管病治疗中， 最大的
问题就是复发率高。 医学资料和现
实当中的病例都显示，脑血栓、冠心
病的复发率高达三分之一以上，而
且每复发一次， 病人离偏瘫和死亡
就又近了一步。 以前所使用的各种
扩管、 清脂的药物都是单纯针对心脑血管病的某
一方面，治标而不治本。 对于救心、溶栓、恢复心脑
细胞正常功能做得不够。 心脑欣片组合率先提出
了系统治疗的原则， 治疗同时实现心血系统的修
复，避免了血栓和动脉硬化的再次形成。

心脑欣片让冠心病、脑血栓
不易复发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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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万建游船
下水就沉了
事发甘肃皋兰县 回应：施工单位错估了水位

10月10日，网友发微博称，“‘酒钢号’豪华游船在甘肃省皋兰县
什川镇黄河岸边试水时在水中倾覆”，并配发了一组照片，引起网友
围观。10日下午，兰州市交通局回应，称问题已经解决，“酒钢号”已
被拖上岸， 没有人员伤亡， 搁浅原因主要是施工单位的操作失误，
“酒钢号”将于一个月后再次下水试航，而酒钢集团回应称不知情。

10日中午12：44，微博网友@巴蜀秀
才在路上发布微博称：“1千7百万呐，就
造了这破船，刚一下水还扎猛子。”配发
的照片中显示，一艘游轮在黄河中倾覆，
后半截扎进了水中， 船头高高翘起呈30

度角。截至记者发稿前，这条微博已被转
发超过4500次。

经多方求证，这艘船名为“酒钢号”，
2011年9月29日10时许建造成功后试水，
倾覆处位于黄河兰州市什川段。

10日下午， 记者联系上兰州市交通
局宣传处乔姓处长， 该处长向记者证实
了这起事故， 并解释道：“事故原因为施
工单位的一次操作失误， 错误地估计了
水位，导致水位过浅，船体后半部分机舱
进水下沉。10月2日，船体被拖上岸，目前
正在检修处理。”乔处长强调，施工单位
应该对事故负主要责任， 整个过程没有
人员伤亡。 他表示，“现在船体正在重新

装修，估计一个月后将再次试水”。
乔处长还称， 该船舶的施工单位为四

川的一个造船厂。 但有报道显示，“酒钢号”
是于今年5月在甘肃皋兰境内的小峡造船
厂举行的开工仪式，且9月8日，有记者在
皋兰县小峡水库上游的建造基地看到了
即将完工的“酒钢号”，当时“驾驶舱内的
舵盘、仪表等设备已完成安装，进入装修
阶段”。这与乔处长“四川建造”的说法不符。

【微博】 游船刚一下水就扎猛子

【交通局】 施工单位错估计了水位

记者随后致电酒钢集团宣传部，一
名万姓工作人员表示对“酒钢号”下水一
事毫不知情， 记者反复询问“捐资1768
万”一事，对方表示可能只是冠名捐资，
对“酒钢号”建造及使用等，酒钢集团并
不负责。

据了解，“酒钢号” 游船是兰州市列
重点项目，总投资1768万元，由酒钢集团

全额投资， 兰州市交通运输局负责建造
船。“酒钢号” 建成后将是西北地区体积
最大、装修最豪华的游船，船舶总长32.9
米，船宽7.5米，载客量可达80人。游船上
下两层客舱面积111平方米，观光甲板总
面积78平方米， 其设施装潢达到五星级
宾馆标准， 原本预计于10月10日左右首
航。 ■据南方日报

【酒钢集团】 只捐资，其他不知情

网友拍摄的“酒钢号”下水现场图。 来源：网络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