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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5分钟做个决定
明天就能避免老人中风偏瘫

周末，全家人正在饭后聊天，

突然发现老爸头一歪，就靠倒在椅

背上了，开始还当累睡着了，可是

不像啊：怎么叫他也不醒，嘴里还

流 口 水 ，眼 睛 一 翻 一 翻 地 睁 不

开。——— 不好了，好像是“中风”！

家里面一下子乱作一团，这样

的情况从未有过，谁都不知道该怎

么办。有人束手无策，有人手忙脚

乱，时间1分钟1分钟地过去，可120

急 救 却 迟 迟 不 来 ，家 人 都 急 疯

了……

冬季寒冷，根据热胀冷缩原

理，人血管会收缩，使血管阻力大，

心脏负荷增加，同时冬季排汗少，

喝水少，血液黏稠度增加，形成血

栓，易发中风偏瘫、脑出血和心梗

猝死。

中医养生专家蔡学勤教授提

醒老年人要做好以下两点：

一、注意保暖。冬季室内外温

差大，老年人要及时增减衣服，保

持心情舒畅，谨防忽冷忽热。

二、多喝茶少吃药。冬季，有三

高或慢性病的老人要多喝茶，尤其

是患高血压、糖尿病的老年人长期

吃降压、降糖药，药物使血管扩张、

再扩张；利尿、再利尿，就像吹

气球一样，把血管变得很薄很

脆，当遇冷血管收缩，使心脑血

管堵塞、破裂，导致中风偏瘫、

脑溢血和心梗。

三七历经亿万年，比恐龙还顽

强，在最极端恶劣气候侵袭下存活

至今，萃取其根、茎、叶、花精制的

三七茶，独含三七总皂甙、三七素，

使血液中高密度脂蛋白(HDL)成倍

增加，与血毒发生中和，就像“清洁

剂”一样，定期清除人体多余的甘

油三酯、胆固醇、化学毒素、重金

属、药毒等。并软化血管，溶血栓，

恢复调控血压机制，打破高血压、

糖尿病终生服药的定论。

三、康复。济南孙忠毅(身份证

号370103195507290617)的83岁母亲

高血压100/160，经常头晕、胃胀，视

物模糊，喝三七茶10天减服西药，

血压控制在80/140，头不晕，胃不

胀，茶包敷眼视物清楚。老孙自己

55岁体重身高130/1 . 64，也因高血压

98/150、高血脂、冠心病一直吃药

(北京降压0号、消心痛)，经常失眠、

心绞痛，喝三七茶7天血压在8 0 /

120，喝茶停止服药后，睡眠好，头不

晕，心脏舒服。冬季寒冷，老孙血压

却非常稳定。

喝三七茶对高血压、糖尿病、

中风偏瘫、冠心病、心梗、失眠便

秘、前列腺病、肝病、男性功能减退

等上百种疾病具有康复作用。还会

出现白发转黑，皱纹减少，老年斑

消失等“返老还童”现象。被历代医

家视为药中之宝，故称“仙茶”，是

名副其实的“健康之王”。

据报道，三七茶最大特点是安

全、高效，被湖北省慈善总会指定

为慈善济民产品，救助贫困患者，

公益行为感动荆楚，利国利民。

春季是三七药效最好的季节，

高血压、糖尿病春天多喝三七茶，防

止中风偏瘫、脑出血和心梗。即日至

23日开展的“特大优惠，无效退款”

活动仅剩6天，今后不再优惠。今天5

分钟做个决定，明天就避免老人中

风偏瘫。详情咨询0531-86922333(三

七茶购买地址见下方)。

家住周村区68岁的张衡年(身
份证号：370303194212134415)，20

多年高血压、糖尿病一直吃药，
1994年又得了类风湿卧床不起，
生不如死，在很多大医院看过
病，仍无效，老伴为照顾他，身
体越来越差。去年8月电话报名救
助，得到淄博慈善总会救助15盒
三七茶。没想到喝茶30天，血压
正常、血糖平稳，停服西药后食
欲、睡眠、肠胃都特别好，类风
湿也明显改善，现在可以下床走
动了。冬季寒冷，老张身体却越

来越好，他乐得合不拢嘴：“喝茶
不吃药，我能活过100岁。”

喝茶不吃药，活过100岁

商河61岁的罗东云(身份证号
370127195009170028)现任国际红十
字会中国爱心妈妈联盟副秘书长，
患多年高血糖(餐前血糖7 . 5)。今年8

月11日血压突升到170/95引发中
风，住院后手脚麻木，走路困难，严
重便秘甚至肛裂。看报纸介绍三七
茶就买了15盒试试，仅服3天手脚
麻木减轻，喝茶30天停服降压药，
血压正常，血糖平稳，手脚灵活，
大便顺畅。罗女士来电高兴地说：

“喝茶不吃药，高血压、糖尿病冬季
再冷都不怕！”

高血压、糖尿病，30天停药

最牛顽癣被降服
(出租车司机老高)听说鲜清专

克各类顽癣，并且效果特别牛的事
儿后，老高不服地说：“我得银屑癣
都多年，从脖子到脚全是银色鳞屑，
是个十足的老牛皮。连大医院都治
不好，鲜清能管用吗？”老高打电话
给鲜清专家热线(0531-81865007)要
求试用鲜清。

因为老高的病情时间比较长、
面积比较大，专家建议老高先坚持
使用4瓶。“当天全身喷上(鲜清)，马
上都不痒了，早上起床鳞屑也明显
减少。4盒没用完，身上的硬痂就掉
的差不多了。”当四瓶用完后，老高
兴奋的打电话给鲜清专家说。“这基
因药水比我这老牛皮牛！哈哈”。

再巩固两瓶后，老高身上的硬
痂就完全掉没了，以前身上的老皮
死皮都换了新皮！
乖乖!18年的老皮炎也好了

建筑队的史老板是18年老皮炎
患者，每次越痒越抓，越抓越厚，腿
上、胳膊上都成了硬块块。这些年对
治疗都失去信心了。当爱人给他买
回来鲜清时，还半信半疑，不信这一
瓶药水就能治好自己这病。

可事实不得不让史老板佩服，3

瓶还没用完，折磨自己18年的老皮
炎就好的差不多了。“不相信高科技
不行，我没服过谁，这次我真服了。
基因除癣有道理，看病别在乎钱，关
键要找对产品，这鲜清值得你去
用。”史老板认真地说。

一场感冒落下病根
皮屑14年掉了两箩筐

三七茶疗效对照表

“喝茶不吃药”是今年山东最

热门的健康话题，大约从去年10

月初开始，三七茶逐渐被消费者

青睐，进入十二月，全省因高血

压、心脑血管、糖尿病喝三七茶的

人数就超过两百万，每个患者都

亲身验证了三七茶上百种祛病延

年的功效：每天喝上两大杯，血压

正常、血糖平稳、头不晕、心不痛、

手脚灵活，吃、喝、拉、撒、睡！样样

舒服！

我国五千年中医养生文化，

以三七茶疗最为神奇。据科学测

定，三七茶含有三七总皂甙、三七

素等十多种生物活性物质，调理

五脏六腑，溶解血管里的脂肪和

胆固醇，解开红细胞与血小板聚

集，让血液轻松畅快地在血管中

流动，恢复胰岛功能，降血压、稳

血糖，打破世界高血压、糖尿病患

者终生服药的定论。

三七茶对于人体健康有三个

方面作用：第一，扫除血液垃圾，

净化血液，降三高；第二，清除血

管壁污垢，畅通血路；第三，增加

血管弹性，抗辐射，美丽容颜，延

缓衰老。三七茶像超级海绵，把血

液血管里脏东西全部吸掉，喝30

天，可吸掉高血压、心脑血管、糖

尿病人体内沉积一年的化学毒

素、重金属、药毒等脏东西，长期

喝，身体跟二三十岁年轻人一样

干净、健康。

著名医学专家董莉教授评

价：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每天2杯

三七茶，可怕的高血压、糖尿病顿

时变成“纸老虎”，被轻松降服，彻

底摆脱终生服药危害。反之，长期

吃降压药、降糖药，就像吹气球一

样，使血管变得很脆很薄，导致脑

梗、心梗、脑溢血，高血压和糖尿

病就会变成真正凶猛的老虎夺取

患者生命。

历城60岁的唐杏云女士(身份

证号：370126195103251262)，有10

年的高血压，血压多在160/105，

心跳过快，长期90次/分钟，经

常心慌胸闷，患糖尿病也有五六

年了。

唐女士的老伴李先生，今年

70岁了，对唐女士呵护备至，每

天陪她去散步，给她量血压、测

血糖，去年底，他买回了6盒三

七茶，唐女士还怪他乱花钱，他

说：“试一试，不行就当打牌输

掉的！”可没想到，喝上三七茶

之后，以前怎么也降不了的血压

居然稳定在125/75，血糖也平稳

了，心率恢复65次/分钟，再也

不心慌了！唐女士的丈夫开心的

说：“辛苦了几十年，现在三个

儿子都成家立业了，三七茶治好

了她的病，我们要好好享享清

福！”

康复咨询：0531-86922333

好丈夫，

帮助妻子降病魔

高血压、

糖尿病有妙方

特大优惠
仅剩 6 天

2010年寒冷的冬天，三七茶创造了一个奇迹，所有服用三七茶的

高血压、脑血栓、冠心病、糖尿病等患者，无一人发生中风、脑出血、心

梗，这一奇迹让人欢欣鼓舞，2011年，新的一年，奇迹还在延续……

您还在犹豫吗？还在怀疑三七茶的功效吗？现在，三七茶所采用

的“春三七”是三七中品质最好的，为让更多中老年人获得更好的疗

效，于3月18日-23日开展特大优惠，购买三七茶享受特大优惠，初次

服用6日无效可退货。本次活动仅剩最后6天，绝不再延期，今后购买

不再优惠，患者莫失良机。

买5送1立省59元

买10送3立省177元

买15送水益生水晶杯一个(价值598元)

8692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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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血脂高血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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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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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心病、心室肥大 5-15天 牙龈肿痛、口臭 5-7天

心绞痛、心律不齐 5-15天 更年期综合症 7-10天

心衰、肺心病 15-20天 肾虚、性功能减退 3-7天

肥胖、脂肪肝 15-30天 前列腺肥大、尿频 7-10天

体弱多病、免疫差 5-15天 胃病、肝病、肾病 10-50天

三七茶专家咨询电话：0531-

销售地址 济南：华东药店各连锁店(大观园东图大厦北)大观药店(大观园东门斜对面)广济堂(省中医斜对面)泉城药店花园路店(花园路东首路南)平嘉药店(英雄山路二七商场)金日大药店各连锁店(市

立医院十字路口西南角)建联中药店(马鞍山路新世界商城对过)◆科信药店(甸柳庄101终点站站牌)◆齐鲁大药房(公交总公司对过)◆四世堂大药店(二环东路环联小商品市场北50米)◆济生药店(解放桥北)

◆华东大药房(英雄山路汽车南站斜对面)(师范路90医院东200米路南)◆聚成阁(王舍人市立三院门口)◆益健堂(郭店大十字路口北路东)(孙村镇政府西邻路东)(济钢钢城新苑东37号楼)◆龙信大药房(华信

路与华龙路交叉口)◆华寿堂(茶叶市场斜对面)◆五环药店(堤口路铁路宿舍斜对面)(花园路华信银座对面)章丘：健民大药房(百货大楼西300米)长清：恒济堂(化肥厂西)华东药店、七星大药房(五峰路南端水

鸣街北10米路东)平阴：宏康保健品店(新华书店一楼)济阳：馨祥堂 商河：商联药店(公园北门) 泰安：永春堂永宁药店(校场街中段苏宁电器北50米路东) 市内一疗程起免费送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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