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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连老，采访您一次真不容易啊，我们通
过多种渠道联系预约您，直到今天才见到您老。

连教授：首先向各位媒体朋友表示歉意，从
我本人来说非常愿意和媒体的朋友交流， 但因
为身份原因（注：连老离休前任解放军二炮少将
卫生部长）不适合与媒体朋友随意接触，离休后
又兼任多家中外科研院所、医院的领导职务，有
时还要到美国、英国、俄罗斯、加拿大、日本等国
讲学，我每天的时间从早到晚都排得满满的，真
是没有时间接受大家的采访， 这方面敬请各位
媒体朋友谅解， 以后我会尽量抽出时间与大家
交流的。

笔者：据说您老还有另一个身份，就是中央
首长的随身保健医生，这是真的吗？

连教授：这是真的，从我的先祖连成玉开始
到如今，八代人都是“御医”。新中国成立后的父
亲和我这两代，虽然没有御医了，但我们一直为
中央首长做保健医生， 这都归功于连氏中医
400多年的沉淀。

笔者：连老，我首先想问一下与我们自身相
关的问题， 目前对身体健康最具威胁的疾病是
什么？

连教授：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节奏
的改变，心脑血管疾病和“三高症”（高血压、高
血糖、高血脂），已如“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
常百姓家”， 特别是 40 岁以上中老年人的常见
病， 全世界每年死于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数高达
1500 万人，居各种死因首位，每三个死亡原因
中就一个是因心脑血管病因。 心脑血管疾病已
成为人类死亡病因最高的“头号杀手”，也是人
们健康的“无声凶煞”！心脑血管疾病具有“发病
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高、死亡率高，并发症
多”形成“四高一多”的特点，目前，我国心脑血
管疾病患者已经超过 2.7亿人！

笔者： 连老您可以给我们讲一下中医是如
何治疗心脑血管病的吗？

连教授： 中医心脑血管病的治疗是建立在
气血相关理论基石上的。 2500 年前的《黄帝内
经》之《内经》有云：气能生血，血能藏气；气为
阳，血为阴；气推血行，血随气行。后来的中医学
者把心脑归于血液循环， 更继承沿用气血相关
理论，并应用到治疗以及医药当中，都取得了卓
越的成效。经过多年实践证明，治疗心脑血管疾
病只有从血液入手， 也就是从病症的根源上着
手，才是能彻底杜绝复发的方法，才是治疗心脑
血管病的出路。

笔者： 连老您是治疗心脑血管病方面的权
威，在治疗心脑血管病方面提出了“心脑血管病
与心脑无关， 治疗心脑血管病， 要先从养血开
始”，这句话怎么理解？

连教授：当前治病，西医占尽风头，但西医
治疗心脑血管病是头痛医头，脚疼医脚，治疗跟
着疾病走，处在被动的位置上。 其实，心脑血管
病的根源不在心脑，而在“血液”，大家都知道，
人体各个器官都是靠“血”提供养分，运走代谢
产生的垃圾。 一旦血液脏了，粘了，没有形成板
块之前就会引起三高（血压高、 血糖高、 血脂
高），如果形成板块，堵在心脏上，是冠心病，堵
在大脑上，是脑中风，所以说心脑血管病与心脑
本身无关。所以说要想彻底治愈心脑血管病，必
须先从 " 养血 " 开始，只有血液干净了，疾病发
生的根源也就杜绝了，所有的病症也就消失了。

笔者：我听说乌龙养血胶囊是连老“养血疗
法”的实践者，通过如何通过它来达到养血的目
的的？

连教授：养血的根本是养护心脑，养护心脑
的根本是养护五脏。 其实“养血”的过程就是养
护五脏、养心、养脑、养血管，最终达到“养出一
身好血，防治疾病复发，健康又长寿”的目的。血
养好了，从根本上消除心慌、胸闷、气短、心悸、
心绞痛、头晕、口眼歪斜、四肢瘫痪等冠心病、脑
中风乃至三高病症，疾病没有了，身体自然就好
了，我们的身体也就能永葆健康，长生不老了！

笔者： 乌龙养血胶囊是如何做到先补气养
血、然后治愈康复而最后达到健康长寿的？

连教授：乌龙养血胶囊通过 22 味名贵中药
大组方，补气养血分为五步：润肺补气、疏肝净
血、补肾滤血、强心泵血、健脾生血，通过养血而
达到强身祛病的目的，让人的身体百病皆无，从
而轻松健康过百年。

笔者：乌龙养生胶囊是您自己发明的吗？
连教授：虽然大家都说是，但实际上不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此药的原方是由我的祖
先明代御医连成玉发明的，当年叫心痛散，这个
方子曾经治愈过万历皇帝的心痛病， 这在《明
史·帝卷》中也有记载。 传到我这里已经是第八
代了，我根据这个方子，又进行了升级，加入一
些新的配方，发明了心脑同治的乌龙养血胶囊，
现在的方子要比以前的方子复杂得多， 当然功
效也增强了许多，所以还算是我的发明吧。

笔者：您在治疗心脑血管病方面是专家，在
乌龙养血胶囊问世之前还有别的关于治疗心脑
血管病方面的发明吗？

连教授：我在 1983 年研制出了“特效型复
方中药山海丹” 这在当时是治疗心脑血管病的
最好的药，在这个基础上，93 年又推出了“汝心
安”（丹芪）胶囊，一经问世就引起轰动，被大家
称为冠心病、心脑血管病的头号克星。

笔者：我们听被您治愈的患者说，乌龙养血
胶囊所用的药材都十分珍贵，价格堪比黄金，这
是真的吗？

连教授：这是真的。 乌龙养血胶囊的 22种珍
贵成分为：黄芪、葛根、红花、绞股蓝 、川芎、玫瑰
花、海藻、当归、丹参、赤芍、刺五加、枸杞子、地龙、
山楂、天麻、何首乌、鹿茸血、人参、冬虫夏草、灵
芝、琥珀、熊胆等，每味都是好药，贵药。

说到这里连老自己也笑了，然后说，我研究
药物从来不考虑价格，只要效果好，无论多少钱
都值得。 这是对药品负责，也是对患者负责。

笔者： 连老您说服用乌龙养血胶囊就会有
效果，那么心脏病、脑中风患者服用后都会有什
么样的反应呢？

连教授： 心脏病和脑中风患者服用后的反
应不完全一样。心脏病患者服用一疗程心慌、胸
闷、气短，心悸、眩晕等症消失、冠心病、心绞痛、
心率衰竭、心肌缺血根本好转，心脏指标正常，
继续服用后心跳有力， 脉搏正常， 心脏病不再
犯，生活工作都正常。脑中风患者服用一疗程后
不眩晕、不头痛、肢体恢复知觉、手脚温热、少流
口水、能开口说话、轻患者自己能下床能外出活
动，继续服用后脑血栓、脑出血、中风偏瘫临床
症状基本康复，患者身体恢复如初。

笔者： 乌龙养血胶囊除了治疗心脑血管病
以外还有其他疗效吗？

连教授：当然有啊，他除了对心脑血管病有
特效外，还对三高症（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和失眠有特效。经常服用该药后就会头不晕、不
痛，气血足、精神好，白天不瞌睡，晚上睡的香，
三高症状指标下降直至消失，身体恢复活力，气
力足、精神旺。

笔者： 我的一个亲属得了脑中风偏瘫两年
多了，现在服用乌龙养血胶囊还可能康复吗？

连教授： 当然可能康复， 无论发病时间长
短，只要按照医嘱服用乌龙养血胶囊，都有治愈
康复的可能， 乌龙养血胶囊对偏瘫的治疗效果
是非常明显的。 你可以让你的亲属先购买一个
疗程的药试试，如果有效果再继续服用，以我多
年的经验来看，循序渐进，根据病情确定疗程，
服用了肯定就会有效果， 连续服用一定有康复
那一天。

笔者：连老，既然乌龙养血胶囊是您连氏家
族世代相传的秘方， 再加上药方中所采用的那
些名贵药材，这药是不是的很贵呀，一般的工薪
族能承受得了吗？

连教授：要说贵重当然是贵重了，无论药方
还是药材都是极其珍贵的， 但是我们本着治病
救人的出发点，宁可我们没利润，也要患者早康
复。我们把所有的药材和生产成本加在一起，就
是我们的销售价格， 我们尽力让所有患者都能
承受得了， 早日让每个心脑血管病患者都摆脱
病痛的折磨。

笔者： 现在网络上也出现一些销售乌龙养
血胶囊的公司和个人，他们都是公司授权的吗？

连教授：没有，绝对没有。 在乌龙养血胶囊
上市以来， 由于它在治疗心脑血管病方面的特
效，自然就形成了热销的局面，一些不法公司和
个人，想尽办法以次充好，用别的药冒充乌龙养
血胶囊。由于他们没有正规的销售手续，正规药
店进不去，所以只能在网络上销售，挂羊头卖狗
肉，欺骗广大患者，我劝大家千万别上当受骗。
正确的公司网址是：www.yang-xue.com�。

笔者：您从医这么多年，一定治愈很多心脑
血管病患者吧， 您统计过到底治愈多少心脑血
管病患者吗？

连老： 经我手治愈的心脑血管病患者不计
其数， 而通过服用乌龙养血胶囊而康复的患者
就更多了， 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通过乌龙养
血胶囊重新拥有健康。 作为医生我希望天下人
都不得病， 同时我还希望天下所有得病的患者
都能康复，都能健康快乐过百年。

记者接着又采访了医学界的另三位泰斗王
鹤滨、范志明和刘立教授。

笔者：同样是中南海的红墙名医，又是连教
授的朋友，您如何看待连教授的“养血疗法”？

王鹤滨教授：连教授的这个新药和“养血”
理论环环相扣，从气用药，从血入手，仅仅抓住

“气血亏虚”这个病根，狠用药，全面养，还兼顾
清血，降血脂，古方今用，又有发挥，只要用上这
个药，无论心血管病、脑血管病，乃至“三高”，都
能比其他药物效果更快，用药更少。

笔者：作为京城心内科的临床医生，你觉得
连教授的“养血疗法”，在心脑血管病的治疗上
实用吗？

北京医院心脑科主任范志明： 与以往的心
脑血管病疗法相比，连教授的“养血疗法”和他
发明的药品与同类相比，这个方子有“4高明”：

一是方子高明：君臣佐使全面，补气养血不
失净化（取鹿茸血温阳养血，海藻化痰软坚，丹
参活血化瘀，配以黄芪、人参、剌五加、当归、赤
芍、冬虫夏草补气养血），五脏同调不失重点（灵
芝、琥珀养心安神，何首乌、枸杞子、绞股兰滋肾
养肝，熊胆、地龙、天麻疏风清脑、解痉通络，山
楂消瘀化食，川芎、葛根、玫瑰花解郁疏风、化痰
醒脑），治养结合紧慢有序，在中国，能开这么
大，这么全的方子，没有第二人。

二是药材高： 所有药材，90%是名贵难得的
中药材，如红花、地龙、灵芝、琥珀、熊胆、黄芪、
人参、首乌、冬虫夏草等，兼具东北药材之极品，
并融合了西藏药品之最，都是药材的精品、极品
汇集一方，有明显的连氏中医特色。

三是工艺高：18 步 64 道工序， 道道工序都
能与同仁堂比美，而且，至今不被世人所知，是
连氏中医独门的炮制秘密。

四是效果高：从全面施药，从小处见效，让
患者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然后再治疗养血
治心脑，患者症状最短时间消除，病情自然好转
大半。

笔者：您也是著名心内科医生，您如何看到
连老的发明和发现呢？

中国医学协会分会秘书长刘立教授： 连老
是御医的传人，也一直从事御医的工作，他把把
每一个心脑血管病人当成“皇帝”来对待，能有
幸用到他的“养血疗法”乃至能吃到连老发明的
“乌龙养血胶囊”，是不小的福分，吃这个药痛苦
小，不知不觉病就没了。

后 记
专访结束了，望着连教授在满案的医书和文

件中依然忙碌的身影， 突然间我们似乎明白了
“国医泰斗”四个字的真正含义。 我们走访连教授
的目的不是为了鼓吹他个人或者他发明的药，而
是要通过事实来给广大的读者和患者朋友们一
个交代。 无论是“养血疗法”还是乌龙养血胶囊，
只要它确实能够解除心脑血管病人的痛苦，让病
人身体恢复健康，那就是当之无愧的祖国医药瑰
宝。 我们愿意尽我们的所能让祖国医学发扬光
大，造福更多心脑血管病患者。

为方便广大患者问诊，特将“乌龙养血胶囊”
的咨询电话公布给大家 0731-82070899� /�
400-705-0588，优惠代码（080），也许您的一个电
话，就救了你的后半生，想彻底康复心脑血管病的
患者或家人不妨试一试。 您也可以到“乌龙养血疗
法” 湖南工作站特约授权的以下指定经销药店购
买，长沙： 劳动中路赤岗冲家润多对面康寿大药
房；浏阳：中医院下 50米仁济药号；望城:望城区电
力局对面九芝堂康民药店；宁乡：人民北路一号开
发药号；株洲：贺家土健康堂大药房；湘潭：市一中
对面贵福康大药房；常德：战备桥大药房；益阳：平
和堂大药房。 桥北家润多大药房；岳阳：九龙商厦
对面为民药店；怀化：东方大药房；邵阳：宝庆中路
中心医院正对面宝康大药房；娄底：市一中操场对
面一品康大药房；永州：市委对面康源药店；衡阳：
岳屏公园东大门对面国兴药房；郴州：燕泉路燕泉
商业广场同德堂大药房；吉首：关厢门天桥旁博爱
大药房；张家界：解放路影视城对面寿康大药房。
全省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特别提醒：即日起，购买时请认准包装盒右
上方“湖南专销”激光防伪图像，若无此防伪则为
假冒产品，可向药店索赔 1000元。

日前，一种专治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药被医学专家和
患者推崇，无数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在服药后都明显好转或者
康复。 治愈的患者就是最好的广告，无数病愈后的患者和患
者家属奔走相告，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神奇祖国医药。

难道真有能治疗心脑血管病的中药吗？ 它的效果真像传
说的的那么神奇吗？ 为了对广大患者负责同时也为了探寻事
实真相，本报记者专门采访了乌龙养血胶囊发明人著名中医
专家教授、素有“国医泰斗”之誉的连汝安教授。

专访明朝御医连成玉八代传人———连汝安教授

国医妙手斗顽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