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 : //hsb . voc . com . cn
2014年4月9日 星期三A10 广告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心脏病、脑血栓、中风、偏瘫患者请注意：

不想死，怕受罪，只想舒服的多活几年！
69 岁的

尹婆 婆 ，患
心脏病已经
40 多年了。
经常头 晕 、
胸闷， 心绞
痛。 平时大

声说话心里就难受， 还爱发脾气，骂
老伴。 每每犯病胸口就像压着块石

头，上气不接下气。总是自言自语：我
活不长了啊，就等哪天心一梗就完事
了啊！

吃过国内外名药无数，看过的
医生少说得 100 位， 但就不见效。
在女儿的恳求下尹婆婆虽 3 次走
上手术台， 却又在临近搭桥手术
时拒绝手术。 理由是：都快死了的
人还受这份罪干嘛。

后来女儿给她买了中国银杏
茶。 才喝了一周，吃饭比以前多了，
觉也睡得香了，头晕、胸闷的现象没
有了；3 个月后，心电图正常了，心绞
痛消失了；6 个月后心脏病完全好
了，而且精神焕发，不再有事无事发
脾气，就像换了一个人。 尹婆婆说：
“等了 40 年， 我终于盼到了这个延
年益寿的好茶”！

近日， 由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
在瑞士召开的心脑血管疾病防治研
讨会上传出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我国心脑康复工程重点科技攻关项
目“中国银杏茶”研发获得成功，对
心脑血管病的治疗效果达到世界领
先水平。 它改变了普通药物治标难
治本、复发率高的状况，受到医学界
和广大患者极大关注和高度评价。

早一杯、晚一杯
轻松化开浑身血栓

喝中国银杏茶，原来的头晕头
痛、 心慌脑胀和手脚麻木都减轻
了！ 一周就能感觉到浑身有劲，买
菜、散步、爬楼都很轻松；胃口好、
大便畅通、睡觉特别香！ 轻松即可
化开浑身血栓，头疼、心悸、胸闷等
症状消失，不用担心脑溢血、中风
偏瘫等突发症状了！

降压、降糖、降脂
三高、心脏病、脑血栓基本不见了！

每天两杯中国银杏茶，血压降至
130/80 以下，空腹血糖 6. 0，高血压、
糖尿病，动脉硬化、脑血栓全面好转，
即可逐步减服降压、降糖西药！ 以前
是没办法才吃药， 现在有纯植物、无
毒副作用的中国银杏茶绿色茶方，当
然是首选！

连喝 6个月
大肚子瘪了，心脑血管病全没了！
坚持喝“中国银杏茶”6 个月，您

会惊喜的发现男士大肚子瘪了，女士
像年轻了十几岁。 心脑血管中象“定
时炸弹” 一样的血栓全部溶解了，避
免心脑病复发，摆脱猝死威胁，保持
心脑肾的年轻态，延长寿命许多年。

野生银杏是血液、血管清洁工

据专家介绍，银杏是地球 3 亿年
前留给人类的“活化石”，被称为“植

物大熊猫”。 早在宋代就被列为皇家
贡品，历代中医文献中对银杏茶的神
奇功效都有记载:

《本草再新》：“补气养心，益肾滋
阴，止咳除烦，生肌长肉，排脓拔毒，
消疮疥疽瘤。 ”

《本草纲目》：“温肺、益气、定喘
嗽、缩小便、止白浊；降痰、消毒杀
虫。 ”

《本经逢源》：“降痰、清毒、杀虫
之功能，可治疗疮疥疽瘤、乳痈溃烂、
赤白带下、 慢性淋浊、 遗精遗尿等
症。 ”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银杏叶提取
物中的银杏黄酮甙具有降血脂、降胆
固醇作用， 并可增加动脉血流量，改
善微循环。具有抗凝血、软化血管、防
止血栓形成，促进血栓溶解的作用。

正因为银杏有如此神奇的功效，
我国心脑康复工程重点科技项目攻
关组的科研人员，将上等野生银杏叶
进行反复筛选， 利用现代科技提纯、
萃取， 历经 10 年终于研制出具有降
脂溶栓、保护心脑、祛病养生等多种

功效的中国银杏茶。

中国银杏茶
救心脑获国家认可

中国银杏茶采用的银杏原叶全
部采自于湖北随州古老森林中的千
年野生银杏树，药用价值极高。 并且
这些原叶全部都是厂家负责人绕过
各种中间环节，亲自从深山药农家中
收购，决不以次充好，以确保产品的
药效。

生产工艺运用生物工程技术（专
利技术）脱去一般银杏茶的苦涩和腊
毒，同时再配以地道的植物药材绞股
蓝，并严格按照科学配伍和现代科技
的 12 道工序生产而成。

经过 9 家大型三甲医院 5 年近
万例患者的临床验证显示，坚持服用
1-3 个月，对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
高血糖、冠心病、心绞痛、脑血栓、中
风偏瘫等都有神奇的康复作用, 因此
获得了国家卫生部正式批准，批准文
号为卫食健字（1998）第 53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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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野生银杏茶有这么好的效
果？ 很多人会怀疑，但我国权威心血
管分子生物学实验室证实：喝中国野
生银杏茶一个月就能化开全身血栓，
疏通血管 ， 还能将沉积在血管壁上
的甘油三酯、胆固醇等各种垃圾中和
溶解， 使血液能轻松畅快的流动，让

硬化的血管逐渐变得干净和充满弹
性，使血压血脂和心脑肾等脏腑功能
恢复。效果是目前众多医院抢救血栓
塞时所注射的尿激酶的 10 多倍，被
誉为心脑血管的“拆弹专家”。

如此强大的溶栓效果对心脑血
管病人来说好处很多：比如高血压
病人喝能使血压下降， 头清目明；
心脏病人喝能消除心绞痛， 心不
慌、胸不闷；动脉硬化的病人喝能
消除粥样斑块，手麻、头晕症状解
除；脑血栓病人喝，头脑逐渐清醒，
恢复肢体功能。 最重要的是心脑血
管病人喝中国银杏茶能防止半夜
突发心梗、脑梗，对于血管严重堵

塞的病人来说，无异于保命。
日本和美国科学家对中国银杏

茶的配方极感兴趣，他们从分子学角
度进行分析， 发现银杏茶含有氨基
酸、不饱和脂肪酸、蛋白质、维生素、
矿物质等 60 多种血管必须的营养成
分，生物活性超过人参 100 多倍。 并
且临床试验证明饮用过程中无副反
应发生，所以引起了越来越多国家的
注意，目前已被欧美多国引进，广泛
用于缺血性心脑血管病、 高血压、高
血脂、动脉硬化、冠心病、心绞痛、脑
栓塞、脑血管痉挛、脑功能不全、老年
性痴呆、帕金森氏综合症、脑中风和
心肌梗塞等疾病的康复治疗。

血栓就是血管中的“定时炸弹”

“植物熊猫”藏玄机巧化血栓救心脑
———中国野生银杏茶是心脑血管病人的救命茶

现在拨打电话即可领取化血栓特效野生中国银杏茶半年用量（市场零售价是 8128元），仅
需少量的流通费用。 活动仅限 3天，请抓紧时间领取，勿失良机！ 领取热线 400-808-7997。

巨划算 来电领取中国银杏茶
化开浑身血栓救心脑

病症 起效时间 病症 起效时间
高血压 3-15 天 视网膜病变 10-30 天

高血脂、高血粘 5-15 天 眼睛干、视物模糊 3-7天
糖尿病、高血糖 15-30 天 坏疽、皮肤瘙痒 10-20 天

脑中风、肢体麻木 10-30 天 失眠、头晕、眩晕 3-5 天
偏瘫、面瘫 20-50 天 便秘、静脉曲张 3-10 天

心、脑动脉硬化 10-30 天 老年斑、黄褐斑 10-30 天
脑萎缩、肌肉萎缩 30-60 天 脱发、白发、痛风 10-30 天
心绞痛、心律不齐 5-15 天 更年期综合症 7-10 天
肥胖、脂肪肝 15-30 天 前列腺肥大、尿频 7-10 天

中药西药一大把不如尝试银杏茶

髴 快速降血压，30天减药
喝中国银杏茶，血管通畅，弹性增加，心脑细胞活化，神经

功能得到恢复。 30 天血脂、血压下降，基本稳定在正常范围
内，减服西药，减少药物伤害。

髵 降血糖，康复糖尿病并发症
中国银杏茶的效果真是比蜂胶好上许多倍。 大量事实证

明，坚持喝中国银杏茶就能轻松降血糖，避免糖尿病、肾病、眼
病、心脏病、脑病、皮肤病发生。 甚至许多已经出现坏疽、肾衰
竭、视网膜病变、心脏病的糖尿病人都开始好转。

髶 化血栓，康复脑梗，中风偏瘫站起来
喝中国银杏茶头脑顿时清爽，心悸、胸闷消失。坚持服用，

偏瘫的肢体明显感觉疼、麻、痒。喝 3疗程就能化解浑身血栓，
恢复脑神经功能，口歪眼斜恢复正常，偏瘫的一侧肢体重新灵
活，说话语言清楚，基本生活自理。

髷 降脂又补肾，夫妻情趣高
喝中国银杏茶对肾脏、生殖器中的毛细血管也能净化。喝

1 周后肾脏器官和生殖器官营养充分，小便畅快、精力充沛，
夫妻生活更加和谐。

髸 痛风好了，美味“岔”着吃
痛风是人体嘌呤代谢紊乱导致， 喝中国银杏茶纠正嘌呤

代谢紊乱，自己也能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美味“岔”着吃！

髺 安神，促进睡眠
失眠人痛恨安眠药，第二天头昏、乏力。 喝中国银杏茶并

用茶包泡脚的患者能有效解决各种失眠问题，3 天即有明显
效果，入睡快，睡得香，还没副作用。

髼 心脏变年轻，远离心梗猝死
喝中国银杏茶一个月，便可减掉多余的心包脂肪，使心脏

供血通畅无阻，冠心病患者远离心绞痛。 坚持长期饮用，还能
给心脏形成天然的保护屏障，杜绝心肌梗死。

髽 抗衰老，延年益寿
中国银杏茶具有超强的清除自由基、抗衰老功效。常喝能

软化血管，保持全身器官供血充分，抵抗、逆转心脑肝肾等器
官的衰老，大大降低疾病的发生率，可延长寿命好多年！

喝中国银杏茶
对 8类人群均有效

400-808-7997

为什么会有这么便宜的事？原因很简单，厂家意在让中
国银杏茶造福更多的心脑血管病患者， 让全国近 3亿人不
再走冤枉路，不再浪费血汗钱，不再被那些虚无缥缈的骗人
理论所蒙骗，踏踏实实的喝中国银杏茶。希望有更多的人体
验后，用事实来证明野生中国银杏茶确实与众不同，因为百

姓的口碑宣传比花钱打多少广告都
有效。 野生中国银杏茶半年用量（市
场售价是 8128元）， 现在来电领取，
仅需少量的流通费用， 活动仅限 3
天，请抓紧时间领取，勿失良机！

通知：来电领取

(申领代码：610)领取热线———

鄂食健广审（文）第 2013050005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