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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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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终于研制出新一代【任仲传】强力透骨膜！
北京医科大学北京解放军 302 医院、上海同济医院，华西
医科大学的三万人的临床试验，【任仲传】的治疗效果超过
口服药物和贴剂许多倍以上，24 小时持续止痛，药物吸收
率大大提高、治愈后多年不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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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力透骨膜的鉴定结论是“国内
首创，国际领先”

据相关报道： 液体膏药
自 2008 年推向市场以
来， 短短几年时间就康
复了无数风湿骨病患
者， 由于任仲传液体膏
药在夏天治疗风湿骨病
效果特别好， 曾一度导
致全国各大药店全面脱
销， 其火爆程度超过了
有史以来任何一种热销
的骨病特效药。 专家指
出夏季人体气血旺盛，
此时更适合液体膏药透
皮吸收， 治疗效果更是
传统膏药无法比的，风
湿骨病自然彻底康复，
冬天再也不复发！

� � 任仲传，“液体膏药”发明人，三代世医传人，16岁随父
学医，中国中医药学会委员，天津市中医院院长，天津中医
大学特聘教授，50年从事风湿骨病的治疗研究中， 运用中
医内病外治法，治愈了数万名风湿骨病患者，2001 年成功
入选央视《东方之子名人录》。 历经 40载科研攻关,他与多
名专家共同研究的“中药透皮吸收技术”获得重大突破，研
制出神奇的液体膏药———任仲传强力透骨膜。

名医任仲传———终结风湿骨病

诺贝尔医学奖与传统中医的完美结合

国内首创 国际领先

提示：请关注长株潭二套强力透骨膜专题时段；
宁老先生，株洲人。
症状：原来腿痛的比较厉害，还要拄拐棍。

我看到他们的宣传，任
教授发明的这一种效果比较
好，正好后来遇到他们搞活动
就买了一个疗程试用了一下，
效果特别好啊， 特别是止痛，
特别明显， 后面用了四次以
后， 疼痛慢慢慢慢就减轻了。
现在基本上可以慢慢走， 行

动自如了。

李女士，株洲人，
症状：腰椎间盘突出

医生说， 这个慢性病不是
和养生病一样的， 我自己也没
有信心了， 特别是后来厉害了
以后，晚上睡觉翻边都翻不了，
而且， 起来的时候还要有人帮
忙，弯腰也弯不了。 擦了第一个
疗程我觉得自己可以翻边了。

用了两三个疗程，现在觉得，轻松了，根本不用人帮忙了。

王大爷：天元区群峰镇荷花村人。
症状：肩周炎，腿部抽筋。

贴过很多膏药。 但是都
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有时
候，连笔都抓不了。 用了强力
透骨膜后， 结果一疗程还没
用的完， 现在身体状况没有
什么问题， 症状基本都消失
了，肩膀这一块没有痛了，脚
站在这里，没事，也没有什么

感觉。

� � 擦上 3 分钟：药液迅速成膜，皮肤感觉
凉飕飕的，立即起效，痛、胀、麻、酸、僵硬感瞬
间消失；

擦上 10分钟：一股暖流往骨缝里钻，药
液透皮直达病灶，骨关节暖乎乎，就像穿上
护膝；

7-15 天：脖子不僵、腰不酸、腿不麻、
手不抖，活动自如；

30-45天：肢体关节功能正常，腿脚灵
活、有力，爬楼梯不输给年轻人；

60 天以上:颈肩灵活，腰椎强健，骨关
节活动自如，风湿骨病全消失，再也不会复
发！

颈肩腰腿痛，一擦见奇效！

无风险救治：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坐骨神经痛、肩周炎、滑囊炎、关节酸沉、肿大、麻木、疼痛、运动障碍等
经销地址：天心区：平和堂药号（五
一路、东塘店） 南门口好又多大药房（好又
多药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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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车站楚明堂大
药房 楚济堂大药房（五一华府店、都正街
店） 王府井大药房（王府井百货负一楼）
誉湘大药房（古汉路西路口南） 楚济堂大
药房（马王堆医院店） 凌霄路楚济堂大药
房 万和大药房（东屯渡高岭小区） 一品
大药房（五一新村店） 楚济堂大药房（紫薇
路 317 号） 雨花区： 东塘楚仁堂大药房
树木岭大药房（树木岭立交桥东） 东塘星
城大药房 牛角塘社区芝草大药房 楚仁
堂大药房（新建西路店） 双鹤大药房（嘉信
茂广场店、芙蓉广场家乐福店、井湾子大润
发店、东塘步步高店） 楚济堂大药房（红星
步步店、汽车南站店） 益寿康大药房（刘
家冲店） 岳麓区：河西通程新一佳药店 西
站康寿大药房（老店、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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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复药店（玉
兰路 383 号） 金典大药房（荣湾镇新民路
193 号） 开福区：杏林春大药房（黑石渡医

院旁） 双鹤大药房连锁（伍家岭岁宝百货
店，王府花园店） 芝林大药房(芝兰店，四
方双拥路 101 号)���金象大药房（九尾冲车
站旁） 黄花镇：神州大药房均有售 浏阳:
仁济药店（北正中路 43 号） 永安镇济民药
号（农贸市场口） 大瑶镇福寿堂大药房（瑶
发街 63 号） 长沙县：楚济堂大药房（星沙
新一佳超市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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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嘉土健康堂大药
房（建设中路浩天宾馆对面） 人民药店
（中心广场新华书店一楼） 人民药店天元
店（天元超市旁） 平和堂药号（平和堂正门
一楼） 天天放心大药房（三三一山鹰购物
广场一楼） 人民药店炎帝店（炎帝广场
旁） 人民药店响石店（响石广场旁） 人民
药店湘天桥店 人民药店四三 O 店 人民
药店田心时代店（时代小区旁） 仁和堂大
药房（钻石路口旁） 株洲县：人民药店渌口
店（新汽车站斜对面） 醴陵：心连心大药
房（红旺谷超市对面） 攸县： 和协大药房
（士好嘉超市对面）湘潭：福顺昌医药堂（基
建营店、建设路口霞光店） 贵富康药号（市
一中新校门对面） 泽仁堂药店（湘潭宾馆
对面） 福寿昌医药堂（华宇大酒店南侧）

湘潭县：易俗河仁康大药房（银杏路步步高
旁） 湘乡：龙城药店（新缃路家佳源超市对
面） 怀化：东方大药房（中心市场天桥旁）
溆浦： 朝阳桥大药房 靖州： 梅林路国药店
沅陵：物茂大药房（佳惠超市对面）通道：国
药堂总店 芷江： 和平大药房（汽车站斜对
面）新晃：宏明大药房（中医院斜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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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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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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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
民康药号各连锁店（北站店、家润多超市店、
东门红旗路店、 水星楼等各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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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城：民康药号（桥南大圆盘
华联超市内） 德山：民康药号（十字路口万
象超市内） 汉寿： 民康药号（十字路向东
50 米建行旁） 津市：民康药号（广兴超市
一楼） 澧县：民康药号（人民医院正对面生
产街口） 安乡：民康药号（步行街广兴超市
一楼）、民康药号（步步高超市内） 西洞庭：
民康药号（电力广场亿客隆超市旁） 临澧：
民康药号（下河街十字路口） 桃源：民康药
号（金源大厦一楼） 石门：民康药号（欣运
汽车站对面）、民康药号（平安超市内） 西
湖：民康药号（西湖十字街口） 漆河：民康
药号（漆河镇十字路口）

特别提醒： 由于该产品效
果显著，市场上出现大量假冒产
品，请消费者到以下授权指定经
销药店试用购买，谨防假冒！

郑重
承诺

患者可免费试擦液体膏药，疼
痛症状未缓解，3 天内凭购物

小票和完好包装产品无条件退
货。 效果好，所以我们敢承诺！

“任仲传”强力透骨膜颠覆传
统膏药给药方式，两次荣获诺贝尔
医学奖提名。 擦上立即显效，吸收
看得见， 无任何毒副作用。“任仲
传”强力透骨膜受到广大消费者一
致好评，上市 5 年来，成功治愈无

数颈肩腰腿痛患者。
现在打进电话就有惊

喜，望新老顾客抓住机遇，
名额有限，机会不容错过！

免费试擦 无效退货

免费咨询热线：

400-677-1767
市内免费送货

免费体验中心：阿弥岭路口国中城 B-061

500 万患者亲身体验“液体膏药”(任仲传)强力透骨膜 风湿骨病快速康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