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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风湿 老骨病 痛风 ———

为求一剂良药 苦研四十余年

�������风痛康膜发明者
———任仲传教授

世界著名风湿骨病专家
中国疑难杂症及心脑血管病专家
世界中医药学会脑病专业委员

会 原主任 现顾问
中国第四届中医药学会内科学

会委员
天津中医学会终身理事
天津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
天津中医药大学特聘教授
天津市和平区中医院主任医师、

教授，连任十二年院长

任仲传，世界 500 名中医之一，三
代世医传人，16 岁从父学医，曾拜白
立南、金梦先、何世英和张效忠等名
医大师为师。长期从事风湿骨痛的研
究工作，多年来，他以高尚的医德和
精湛的医术，救治过数以万计垂危的
患者和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病人。 50
年从医过程中，根据自己多年的中医
内病外治法， 接诊治愈了 10 多万名
风湿骨病患者，获得各种锦旗、奖杯、
证书无数，老百姓尊称他为“当代骨
圣”，2001 年任仲传教授成功入选央
视《东方之子》名人录。

两获诺贝尔医学奖提名
与传统中医的完美结合

（2001 年获诺贝尔医学奖提名）
生物透膜技术———可使皮肤角质层细

胞形成缝隙，把液体膏药的有效成分，透过
表皮层，真皮层，送入到皮下组织及病变的
骨关节里。

（2002 年获诺贝尔医学奖提名）
生物模板复制技术———将药物成分与

其独有的“生物液晶因子”相融合，形成液
晶态，直接擦试在皮肤表面，3-5 分钟迅速
自干成膜，揭去药膜，药物分子继续在患处
发挥功效，持效 24 小时！

2006 年在两大诺贝尔技术的应用下，
终于研制出新一代【任仲传】风痛康膜！ 北
京医科大学、北京解放军 302 医院、上海同
济医院，华西医科大学的三万人临床试验，
【任仲传】的治疗效果超过口服药物和贴剂
20 倍以上，24 小时持续止痛， 药物吸收率
大大提高、治愈后 10 年不复发。 相对传统
膏药在疗效上有了质的突破！ 是人类治疗
风湿骨病的一次重大变革。因其功效独特，
疗效卓越， 被百姓尊称为“任仲传风痛圣
贴”。中外骨病专家对【任仲传】风痛康膜的
鉴定结论是“国际首创，国内领先”。

��������任老先生行医过程中，见到很多风湿
骨病患者终生都承受着病痛的折磨， 这让
他一直“耿耿于怀”。1969 年春，他下定决心
专攻风湿骨病的中医治疗之法， 没想到这
一攻就是整整四十余年。

2009 年初， 他与南开大学生命科学院
多名专家共同研究的“中药透皮吸收”技术
取得重大突破。 人们通常认为外用药物只
能通过汗毛孔吸收， 但大家都知道狗皮是
没有汗毛孔的， 任仲传与其他几位专家用

自己所研制的“中药控释缓释膜”在 93 条
狗身上做实验，结果显示，药物穿透率达到
70%以上。 这证明是控释缓释膜在起作用，
它通过细胞和细胞间隙进行渗透， 而不是
汗毛孔，其效果相当于“无针点滴”，药物可
直达病灶部位。

任仲传教授立即将这项技术应用到
【风痛康膜】中，临床证实，它对关节炎、肩
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
等风湿骨病的治疗效果很好。

全省指定销售药店：
天心区：平和堂药号（五一路、东塘店）
楚仁堂大药房（天心区柠檬路）、南门口大药房（好又多药号）
益寿康大药房（天心区浏家冲路）、康寿大药房（新开铺新一佳
店、赤岗冲店）、仁厚堂大药房（新开铺仁和家园、河西观沙岭店）
芙蓉区：楚明堂大药房（火车站店、湘江世纪城店）
楚济堂大药房（五一华府店、都正街店）
日鑫大药房（张公岭汽车东站 1529号）
炎黄大药房（五一大道 918号）、誉湘大药房（古汉路西路口南）
万和大药房纬二路店（纬二路 127号市疾控中心旁）
新农合医药连锁（荷花东路扬帆小区 508号）
王府井大药房（王府井百货负一楼）、万和大药房（东屯渡高岭小区）
楚济堂大药房（马王堆医院店、凌霄路店）
华日大药房（诺亚方舟大厦、火车站店）
雨花区：东塘楚仁堂大药房、东塘星城大药房
树木岭大药房（劳动路 94号树木岭大桥）
双鹤大药房（嘉信茂广场店、芙蓉广场家乐福店）
双鹤大药房（井湾子大润发、东塘步步高店）
楚济堂大药房（红星步步店）
万众大药房（井湾子店、女子大学店）
岳麓区：河西通程新一佳药店
西站康寿大药房（西站进站口对面）
楚济堂大药房（河西步步高广场负一楼）
楚济堂大药房（溁湾镇枫林宾馆旁）

楚明堂大药房（观沙岭新一佳、开福区黄金海岸）
万和大药房（含铺镇裕园小区）、双和药行（望城坡）
开福区：杏林春大药房（黑石渡医院旁）
金象大药房（九尾冲车站旁）、华夏新一佳开福药号
双鹤大药房（伍家岭岁宝百货店、王府花园店）
楚济堂大药房（湘春路 266号陋园宾馆斜对面）
黄花镇：神州大药房均有售、百姓大药房（灰埠小区）
长沙县：楚济堂大药房（星沙新一佳超市店）
悬济药房（凉塘路 24号）、旺鑫大药房（凉塘路口店）
吉康大药房（泉塘安置小区）、易初莲花福海堂大药房
浏阳:仁济药店（浏阳市北正中路 43号中医院）
宁乡:神州大药房（人民中路苏宁电器对面）
望城:九芝堂康民药店（县电力局对面）
株洲:人民药店中心店（市新华书店一楼）
贺嘉土健康堂大药房、三三一人民药店
东都人民药店、炎帝人民药店、湘天桥人民药店
田心时代广场人民药店（时代国际小区入口）
430人民药店（株洲市车辆厂）
株洲县：渌口人民药店、醴陵：心连心大药房、攸县：和协大药房
郴州：同德大药房（燕泉广场，王朝大酒店对面）
同德堂大药房（燕泉路兴之惠超市大门口）
资兴市：步行街大药房（新区步行街内）
永兴县：百草堂药店（永兴县政府对面）
宜章县：安康大药房（府前街）
湘潭：基建营福顺昌大药房

湘乡:同欣大药房（汽车站对面）板塘铺板塘大药号
易俗河国药店大药号、下摄司益寿堂
衡阳:龙盛堂大药房（晶珠广场负一楼家润多超市内）龙盛堂大
药房雁峰店（崇业广场人人乐超市）龙盛堂大药房东方店（市第
一人民医院对面）龙盛堂大药房二七二店（二七二迎宾路）
国兴大药房(岳屏公园东大门)万众大药房(汽车西站斜对面)
衡阳县:人民大药房（医院隔壁）
常宁：第一大药房（解放北路 29号）、松柏：华鑫大药房
祁东：洪城大药房（县人民医院下坡 50米）
西渡：人民大药房（县人民医院隔壁）
耒阳：永春堂大药房（老天福韵酒店旁）
衡山：国草堂大药房（花鼓戏剧前 100米）
衡东：百姓健康大药房（劳动局对面）
衡南：二七大药房（流一超市对面）
永州市：冷水滩福寿堂大药房、零陵永宏大药房
零陵福寿堂大药房、冷水滩康唯一大药房
东安：健民大药房、宁远：仁德大药房、双牌：正大药房
祁阳：百益大药房、新田：大药铺、道县：和平大药房
江华：神农大药房、江永：健都超市老百姓大药房
怀化：东方大药房（中心天桥佳惠超市对面）
溆浦：朝阳桥大药房 洞口：新宝芝林大药房
靖州：梅林路国药店（梅林路中路 351号）
邵阳：时珍大药房、大德生药号、隆回：金茂大药房
武冈：迎春大药房（中心市场旁）、邵东:中西药店
邵阳县：百草堂大药房、新邵：金鑫大药房（电影院对面）

绥宁：绿都大药房、民生大药房（中心街太平洋服饰对面）
新宁：泰寿堂大药房（汽车西站东五十米）
益阳：益阳桥南家家康大药房（桥南公路局对面）
平和堂大药房（桃花仑老水利局对面）
怡和堂大药房（七里桥车站旁）
南县：赤沙大药房、沅江：兴华大药房 安化：人民大药房
梅城：百佳大药房、桃江：家润福大药房
岳阳：步行街你好大药房、雅典新城雅典大药房
泰和医药商场、土桥友谊药店、岳化香云堂药店
华容：益康大药房、汨罗：心正大药房、湘荫：百信大药房
平江：西街大药房、长炼：长岭药房
吉首：吉首市武陵山大药房、凤凰县:吴三平价药店
龙山县:相秦大药房（丰采超市旁）
永顺县:普济大药房、花垣县:荣华大药房（二中入口处）
泸溪县:兴沙大药房、古丈县:福康大药房（县政府对面）
娄底：天天好大药房（步步高超市斜对面）
涟源市：心健大药房（光明山市政府对面）
冷水江市：新天地大药房（新天地大厦一楼）
新化县：大桥药店、双峰县：永济堂药店（新华联超市旁）
常德：民康药号各连锁、战备桥大药房（战备桥红绿灯）
武陵阁大药房（武陵阁旁）、火车站大药房（火车站对面）
晶华大药房（汽车总站旁）、金桥大药房（玉玺大酒店旁）
仁济堂大药房（市第四人民医院新大门对面）
张家界：采芝堂大药房
慈利县：老百姓大药房、桑植县：东门药房

咨询电话:��0731－88289661���88289662��������全国免费热线：400－677－1767（市内免费送货上门）

【任仲传】让他从病榻上重新站起来
“以前从来都没敢想过自己还有下床的这一天，是任

仲传风痛康膜救了我的命啊！ ”王大爷患腰椎间盘突出有
些年了，腰腿又麻又疼，长年卧床不起，大热天都不敢吹空
调，吃止痛药、按摩、牵引、甚至手术都试过，但无济于事！

用风痛康膜 15 天，腰腿疼痛明显减轻了！ 坚持用完 1
疗程，王爹爹腰不再胀痛，腿脚也不麻了，有种想下床走走

的冲动，3 个疗程用完，王大爷腰椎病已经彻底康复了，练太极、扭秧歌，康复后的晚年生
活丰富多彩！

这么神的药，这辈子还是第一次遇到
18年风湿性关节炎完全康复，刘婆婆激动不已

刘婆婆今年 78 岁，膝关节骨刺多年! 不能行走，浑身
疼痛，病痛让老人几次寻死觅活，擦液体膏药任仲传不到
一星期，疼痛就减轻了大半，等用完一疗程液体膏药任仲
传后，走路竟不再要人搀扶，如今 78 岁的老人，爬个五六
楼一点都不吃力！

提起液体膏药任仲传， 老人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真
没想到我一个黄土埋到半截的人，还能再站起来，要不是

这液体膏药任仲传，我只能在床上等死了———液体膏药任仲传真是神药啊。
到了我这个岁数，第一对钱要看得开，没个好身体，钱再多也不行；第二不能说假话，

否则，良心会受到谴责，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我相信这治好了那么多人的药，肯定好！ ”

风湿骨病，不打针、不吃药
无论病情有多长、病理有多重，涂到哪好到哪

零风险救治: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腰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老年
性退行性病变骨质增生、坐骨神经痛、滑囊炎、滑膜炎、颈椎病、肩
周炎、骨关节炎、痛风等引起疼痛的亚健康人群。

郑 重 承 诺
�����患者擦风痛康膜效果不好厂家包
退， 重度风湿骨病患者长期使用未达
到满意效果，专家亲自会诊免费配药，
直到康复为止!

�������任仲传“风痛康膜”采百方之长，融 43
味大药组方，千斤原生药材仅萃取毫克精华。

祛风湿—用上 20 分钟， 药顺着骨头缝
往里钻，风湿顺着热乎气往外窜。

拔寒毒—掀一次膜，等于拨一次毒，用
上三五天，把骨头里的寒毒全拔干净。

消肿痛—7—10 天，肌肉组织的血液循
环障碍全部被疏通，红肿热痛立刻消除。

通经络—一瓶风痛康膜胜过十贴黑膏

药，经络一通百通，全身无比轻松。
溶骨刺—使用一周期，骨刺及骨质增生

组织即可完全消除，颈肩腰腿活动自如。
健骨质—每天敷一敷， 钙质吸收足，可
有效预防骨质增生、骨质疏松及骨折。
养骨髓—合成骨胶原，补充骨髓营养，2
个周期，骨骼重新充满健康活力。

生骨膜—连续使用 3-4 个周期，骨膜修
复完整，再不用担心风湿骨病反复发。

43味大药处方，八重神奇功效

【任仲传】
风痛康膜买 3送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