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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喝两杯热腾腾的野生全
松茶，被认为对高血压、心脑血
管病、糖尿病的康复非常有利。
并能大幅减少药物对身体的损
害。全球很多健康组织已开展全
民动员。号召高血压、心脑血管多
吃野生全松。
有人形容吃野生全松就是“

吃树叶、啃树皮”，因为野生全
松的主要成分，是五种寿命超过
千年的寿星树的树叶和树皮，野
生全松具有极为独特的生物活
性，其对血液和血管免疫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
野生的全松能溶解血管里的脂肪和胆固醇，能

解开红细胞与血小板的聚集，让红细胞变年轻，血
液轻松畅快的在血管里流动。他还能让坏死的毛细
血管“起死回生”。给高血压、心脑血管患者人带
来意想不到的改善。
野生全松茶的主要是血管免疫：高血压、高血

脂、糖尿病、动脉硬化、冠心病、肾病、胃病，甚
至妇科病、男人的前列腺病都与血液和血管病变引

起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维森博
士曾说：如果你的血管和血液
始终健康，就意味着你能逃过
大部分疾病，轻松的活过一百
岁。全松正是这样一个保护血
液和血管健康的全能战士。通
俗的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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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计算过，只要血管血液里有足够多的全松，
就相当于定期把血管洗干净，然后把变脏的血换成
干净的血。这样，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疾病就会知难
而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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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每天吃点喝点全松，就
能赶走浑身上下这么多疾病和不适，第一次听到的
人都不愿相信，不敢相信。但事实就是这样，这是
美国、日本等二十多个国家、包括北京上海成千上
万的消费者的真实体验。可以这么说，每个服用全
松的人都是从怀疑开始，一点点体验它的好处，最
终心悦诚服，成为全松的终身益者和传播者。

慢性病患者，可多吃同济野生全松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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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海口的天公不作美下了一整天雨#

而海口队的成绩也和天气一样令人提不
起精神#一天下来#昨天还靠卖苹果掘到
生存挑战赛第一桶金的三个女生今天集
体$失业%#整支队伍颗粒无收&

今天凌晨(点多钟#在海南大学落
脚的符欣欣' 潘向葵和陈艳丽三个女
生就起了个大早&本想去批发(南国都
市报)来卖的#可出门就遇到了大雨#

计划只能搁浅& )计划流产#那还有*

计划#至少还有一份卖苹果的差事吧&

可当她们联系老板时# 得到的回答却
让她们心灰意冷&老板回复说#下雨不
好做生意#今天不做了*

卖报纸不行#卖苹果也没机会#三
女生一下子没有了头绪& 当记者在!!

点钟见到三人时# 三个人还没有吃早
饭#当记者采访完接近中午时#三个女
生表示#今天上午都没有收入#午饭要
推迟#这样一天吃两餐就可以了&

$饿了什么东西都觉得香#现在

吃饭#一粒米都不剩& %陈艳丽感慨地
说# 她们三个女生晚上饥肠辘辘回住
地时#买了一包+"(元的挂面#里面有(

小扎#花了一元钱买了一包榨菜#又花
了,"(元买了一瓶大的矿泉水& 三个女
生只拿了一小扎挂面拌榨菜煮着吃&

由于第二天三个女生没有找到工作#

一分钱都没有挣到# 三个女生决定晚
上集体回住地煮挂面吃&

$明天如果不下雨了#我们还是
帮老板卖水果& %队长符欣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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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存挑战进入第二天#

儋州队-名队员总体表现还可以&在生
存挑战的第一天#他们-人凭借帮保险
公司做问卷调查工作#赚了,..元#是-

个队当中赚钱最多的& 可是美中不足
地是#他们没有找到可以食宿的工作#

!%日晚#-人在肯德基店度过了生存挑
战的第一个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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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儋州队到达那大后#不是先
找住宿#而是先找工作&尽管他们很快
就找到了一份问卷调查的工作# 第一
天就赚了,..元#但他们没有找到包吃
住的工作&

为了多赚钱#昨天整个下午他们基
本将时间花在问卷调查工作上#一直忙
到'点多钟# 后又开始到一些餐馆和大
排档找工作#可是所问到的餐馆和大排

档的老板称#人手是缺#但只要长期工#

不要暑假工&到了晚%点来钟#实在饿不
行了#他们决定找快餐店吃饭&

吃了饭#他们稍做休息#决定到各
烧烤园碰碰运气& 可是问了不少家烧
烤园#但对方都表示不要短期工&逛到

深夜!,点多钟#他们-人拖着疲惫不堪
的身体来到中兴大道的肯德基店#在
里面度过了生存挑战的第一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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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肯德基店睡个了囫囵觉后#儋州
队-人重新打起精神#继续找工作&考虑
到做问卷调查是他们目前有收入的一
份工作#他们没有放弃#继续到加油站
做问卷调查#然后换班去找工作& 上午
!!点多钟#两名女队员邓晖和李昌燕在
一家餐馆找到了工作#包吃住#下午-点
开始上班# 但没有明确说是做短期工#

因此待遇如何还不知道& 邓晖说#先做
两天#再跟经理谈待遇及结算的问题&

吃住解决了# 邓晖和李昌燕松了
一口气& $下午上班时#我们好好工作#

然后饱饱地吃一顿#犒劳一下自己& %

邓晖说& 为了省钱也是为了锻炼自己#

她俩没有吃午饭# 仅是吃了随身携带

的压缩饼干#还时不时吃一两块冰糖和
维生素/#以补充能量&

$我还带了擦鞋工具#在餐馆上班
时#一有空我就给客人擦鞋& %李昌燕
说#$这个点子是我爸爸出的# 他让我
多想赚钱的法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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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没有找到固定的工作# 潘一
铭和李辉决定分头找解决住宿的地
方& 李辉找那大敬老院# 院领导同意
了#还特意买了新草席给他们铺&李辉
说# 选择敬老院目的主要还是为敬老
院里的老人做点好事& 比如晚上陪他
们聊聊天等&

住宿解决了# 潘一铭和李辉继续
在加油站做问卷调查& 今天加上昨天
的开支#儋州队共开支,.&(元#第二天
的收入至记者截稿时还无法统计#因
此#儋州队的收入暂为,..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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