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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颈の宝”风靡长沙
最近，在省城的各大公司、企事业单位，很

多商政领导、 白领的脖子上都戴着一个“颈の
宝”，据说这种低频治疗仪采用日本电子仿生学
技术，集牵引、针灸按摩、磁疗、热疗“四位一
体”，对治疗、预防颈椎病有特效。

“十几年的颈椎病，什么方法都试过了，没想
到让日本这个小玩意给治好了！ ”某歌舞剧院的
陈老师笑着说，他戴“颈の宝”不到一个月颈椎
病就不痛了。

“也没觉得有什么神奇的地方，反正又是按
又是捏，这脖子还真就舒服多了”在市委开车的
司机小陈表示，他买“颈の宝”就是看上了方便、
小巧，开车、玩电脑都能戴，效果真不错！

专家：久坐不运动，脖子就“犯病”
人民医院著名骨科专家陈教授表示， 人体

的颈椎也像我们的手脚一样， 如果长期保持一
个姿势，尤其一些会计、司机、设计、文字工作者
非常专注的工作，颈椎的血管、神经就会发麻、

僵痛，加以时日，就会变成“颈椎病”。
出现脖子嘎嘎响、头晕恶心、手臂肩

膀麻木、酸痛，严重的还会出现呕吐、昏
厥，长出“骨刺”的，还可能会划破颈后动
脉血管，造成出血性死亡。

他表示，颈椎病不容小视，最好的办
法就是运动脖子， 出现以上症状的建议
进行“四位一体”治疗。因为颈部血管、神
经密集，原则上不建议手术治疗。

让脖子动起来
10分钟告别酸、麻、肿、痛！

很多患者知道，针灸按摩、磁疗、热
疗以及牵引，对颈椎病的康复作用非常

大，并且安全无副作用。
日本“颈の宝”，集环型牵引、针灸按摩、强力磁

疗、远红外热疗“四位一体”，戴上后又是按又是捏，还

能透皮除“骨刺”，让脖子快速动起来，恢复
原有的活性、弹性！

“神了！ 十分钟酸、麻、肿、痛消失了”
“不影响工作，不占用时间，做饭、上班

都能戴，这东西真好”
“还不到一个月，十几年的老颈椎病，

现在又活泛起来了，这日本的产品，有时候
不服不行啊”

很多老中青的颈椎病患者，纷纷称赞
日本“颈の宝”的方便、实用。

一些有爱心、有孝心的儿女们送父母，
家长送老师，老公送老婆，送朋友、送领导，

“有颈椎病，送颈の宝！ ”逐渐成为了一种
坊间的健康时尚！

不论多久、多重的颈椎病，治一个，笑
一个！

订购热线：0731-84880402

为颈椎病患者
骨里拔刀！

得了颈椎病：
● 脖子僵痛
● 手臂发麻
● 背部放电
● 头晕、恶心
● 彻夜难眠

……像扎了把尖刀一样痛苦难
忍，时间长了，还容易颈椎扭曲、变形，
增生骨刺， 猛一回头就会划破脖子后
的大动脉血管，造成生命危险！

颈の宝 四位一体疗法

强力磁疗：现代医学研究发现，磁疗具有
活血、化淤、消肿、消炎、止痛等作用，日本
“颈の宝”集磁石、托玛琳、碧玺石、砭石为
一体的健康磁片，迅速活血止痛、舒筋通
络、消除骨刺，康复后预防颈椎病复发！

环形牵引： 大部分的颈椎
病， 均是由长期坐姿不正
确引起的，久坐不运动，容
易让颈椎扭曲、变形。日本
“颈の宝”采用临床效果最
佳的环形牵引法，360度矫
正扭曲、变形的颈椎，一步
步逐渐复位，解放被压迫的神
经，一戴立感轻松！

针灸按摩：中医针灸、按摩对
颈椎病的康复作用众所周知，
日本“颈の宝”采用最先进的
电子脉冲技术，集中对最有效
的颈肌、凤池穴、大椎穴、肩井

穴进行针灸按摩， 就像请一个中
医大师在家给你做治疗， 轻重缓
急自我调节，惬意又舒服！

远红外热疗：部分的颈椎病患者，颈部藏
有风、寒、湿、邪，一遇阴天下雨、吹空调
就加重。日本“颈の宝”采用远红外热疗，
透皮、透肉又透骨，风、寒、湿、邪拔根除，
每天戴一戴，热呼呼的真舒服！

10 分钟起效 一月告别颈椎病！
哇！ 10分钟
酸、麻、僵、痛立即消失！

戴上 10 分钟，360 度环
形牵引，按摩、针灸、热疗、磁
疗直达病灶， 让脖子动起来
了，多档位自动调节，酸、麻、
僵、痛立即消失！

奇！ 戴上 15天
头晕恶心消失，晚上睡得香！

开车、 工作、 做饭都能
戴，不知不觉十几天，颈部血
管、经络通畅了，头晕、恶心
的症状消失了，晚上睡得香。
坐着工作一整天， 脖子也不
僵、痛了！

棒！ 戴上一个月
颈椎病彻底好了，不复发！

牵引、针灸按摩、热疗、
磁疗四位一体，活血通络、消
骨刺，不管多严重的颈椎病，
1-2 月全能治好。 方便、小
巧，一人买全家都能用，累了
戴一下，颈椎病不复发！

戴“颈の宝”用电脑
脖子不疼了,工作效率真高!

最近
据调查结
果显示：一
些会计、编
辑 、 设计
师，长期坐
着，面对电

脑，十有八九都是颈椎病。
一边承受痛苦的煎熬，一边还得努力工

作，自从有了日本“颈の宝”，牵引、针灸按
摩、热疗、磁疗四位一体，在单位就能做治
疗，边戴“颈の宝”边工作。

现在戴过“颈の宝”的朋友反应效果好，
脖子不痛了，手臂不麻了，工作效率真高！

订购热线：0731-84880402

司机戴“颈の宝”
车上就能做按摩，真舒服！

司 机 也
是颈椎病的
高发人群 ，
由于长期开
车， 久坐不
运动， 很多
人 脖 子 疼
的， 晚上睡

觉都不能枕枕头，过一、两个红灯就得活
动两下脖子，而且注意力不集中，开车也
不安全。

自从用了“颈の宝”，车里就能做按摩，头
不晕，肩膀不酸，脖子不疼，治疗、挣钱两不
误，真舒服！

订购热线：0731-84880403

在家、上班都能戴
二十年颈椎病 颈の宝一月除

芙蓉区
某银行的刘
行长， 有近
二十年的颈
椎病， 家里
按摩椅 、火
罐、 针灸器
一大堆 ，可

不能带着上班去，工作忙也没时间天天做按
摩。

老婆给他买了个日本“颈の宝”，牵引、
针灸按摩、热疗、磁疗四位一体，在家、工作、
开车都能戴，才 20多天，脖子就不僵不痛了，
头也不晕了，晚上睡得特别香。 刘行长一高
兴，团购了一批“颈の宝”，给大家做夏季福
利，每人一个戴着办公真舒服！

订购热线：0731-84880403

戴“颈の宝”
肩膀不酸

李太太
在家没事，
就经常到麻
将馆打几圈
麻将， 可是
经常没打几
圈 就 肩 膀
酸、脖子疼，

这脖子不舒服，牌就不上张，好牌也赢不了，
心情也不好！

邻居张大姐看她很难受就推荐她戴个
“颈の宝”。 好家伙，刚戴不久，浑身上下感到
又是按又是捏，热疗、磁疗，坐着打牌真舒
服，肩膀再也不酸痛了，想啥牌来啥牌，一吃
三，通杀！

订购热线：0731-84880402

颈部神经、血管密集，是人体的重要“交通枢纽”，一旦得了颈椎病，极易头
晕、恶心，严重时会突然晕倒、昏厥，甚至瘫痪、危及生命！日本“颈の宝”根据现代
骨科、中医经络学和电子仿生学原理研制而成，采用“四位一体”疗法，多管齐下
彻底治好颈椎病！

颈椎不治 6大害
因压迫神经而引起的头痛、颈、肩、背痛、乳

房痛、上肢酸痛胀痛，像放电一样多沿肩背向
拇指、食指、中指扩散。

肢体麻木、无力。 上肢麻木、无力或行走无
力、跛行，系由于脊髓的椎体侧束刺激而致。

眩晕、恶心、呕吐、精神不振，记忆力下降。
当颈内动脉和椎一基底动脉的供血发生间歇、
持续不足后，很可能导致记忆障碍。 甚至突然
猝倒。

视物模糊，视力下降。
耳鸣、耳聋、听力下降。
有时表现为上肢瘫痪软无力，甚或双下肢

痉挛，行走困难，脚下不稳如踩棉花。

花

瘫
聋

眩

麻

痛

颈の宝特供地址：长沙市东塘楚仁堂、火车站楚明堂、岳阳：为民
药店（九龙商厦对面）、株洲：健康堂大药房（贺家土浩天宾馆对面）、
常德：武陵阁大药房 市内免费送货 省内免费邮寄 货到付款

适用人群：久坐工作的商政领导、教师、会计、设计师、司机、针织人员，有
彻夜不眠、头晕、恶心、酸痛、上肢麻木、背部放电、脖子僵硬等颈椎病症状者。

84880402颈
の
宝
热
线

-0731

84880403
享受半价优惠！

请认准全国 3.15 防伪
标识及颈の宝商标，谨
防假冒伪劣、外观相似
产品非法推销, 以免延
误您的病情。

官方防伪查询电话：4006505315

前 名打进电话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