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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冬，一个 68岁老人杨四妹，
在家人陪同下到北京治病，她身患多病：
心慌，失眠，头痛，喘不上气，有心脏病，老
风湿。但北京一行没想到病没治好，脑内
发现两个瘤！虽然瘤子是良性，但四周包
围神经血管，手术不可能，医院建议只能
调养等待奇迹……

然而，在杨四妹要离开北京的前一
天，她拜访京城一位湘籍名医中医世家白
家第 33代传人，白家给她开了一副膏方，
将党参、红参、鹿茸 14味滋补名药熬制收
膏，叫她早晚一口，连服三月。一周后，一
天下大雨，四妹忽然想起这几天腰腿没疼
过，风湿好了？家人疑惑：难道这个秘膏是
个治骨病方子？

但十天后，杨四妹发现头痛毛病没了，
医院一检查，全家人非常惊讶：瘤子缩小了，原
来瘤子压迫神经血管所造成的头晕目眩、
眼花手麻症状消失了！杨四妹心想：这
膏方还得吃下去。于是让白家又开了十
副药，一年过去肿瘤消失，腰腿疼、心
慌心悸、胸闷气短、失眠也好了。四妹
说：谁说中医不能治大病？我就是靠中
药治好的，要是 30年前做那个手术，今
天我还活不到一百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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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人会问，白家到底开的什

么膏方，能把四妹全身病症祛除？
白老先生治老人病有两原则：一、少

吃药，有病综合治！因为药吃多了，病不
一定好得快，但身体一定垮得快！ 二、用
补药，不用猛药！俗话说：十病九虚，久病
必虚，虚就要补。现代医学讲，急症用西
药，慢病用中药，老年疾病和头晕眼花、手
麻失眠、无力等疑难杂症都属中医之病，
要祛根，最好用中药。

我这个药方是集滋补、药疗于一体的
膏滋，最独特之处是从“滋补命门”入手，
调五脏六腑，通气血筋骨，调动全身能量
医治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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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认为：人老，筋骨先老！人虚，气
血先虚！人病，五脏先病！人之病，不管实
症、虚证，所有慢性病，疑难杂症，中医看
来，均为气血之病、五脏之病、筋骨之病。

《黄帝内经》称命门乃生命之本，下
通两肾，上通心肺，中通肝脾，上贯于脑，
下统生殖，内连筋骨，外连经络，是五脏、
气血、筋骨之源。《难经 36，39难》提到：
人一旦虚老、病损，命门衰微，气化无权，
阴寒内盛，人之气血、筋骨、五脏、生殖会
发生“连锁”病变。

因此中医认为命门是气血，五脏，筋
骨疾病根本，滋补命门，可治大病！参茸大
补膏是我国中药历史上一剂滋补命门的
难得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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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白老先生讲述：白家参茸膏，是
《太平惠民和剂局》 一个 800年参茸秘
方，祖上发现该方滋补命门奥秘，医治过

无数疑难大病。2001年被国家收录为
“命门滋补国药”。

参茸膏熬制要经浸泡、煎汁、浓缩、
收膏、晾膏五大手工熬制，文火熬四十九
天，百熬收膏，深藏老窖，汲地气三载，春
秋开启，秘制入瓶！05年，湖南召开全国
膏方研讨会，白家发现当地喀斯特地貌
溶洞环生，四季恒温，非常适合熬制窖藏
膏方。于是在政府支持下，白家授权湖南
爱生药业独家生产这一中医瑰宝！

治心脏病，用补肾药？白先生讲：在
那次会上，我碰到一个老领导，20年冠
心病，失眠，心胸憋闷疼痛，一上楼，或走
路 50米就喘不上气；腰疼腿沉，浑身乏
力。我叫他喝参茸膏，他觉得奇怪：我是
心脏病，而参茸膏有很多补肾药，也没有
扩张血管药呀？我告诉他：你要是吃扩张
血管药，你这病要吃一辈子药，你要信得
过我，你回去一天 2口，喝完 3个月，病
不好，我永不行医！3个月后，老领导彻
底信服，症状消失，食欲增加，血液，血
脂，心律正常，腰腿有劲，夫妻生活和谐！

%EFG3&""FHIJK在国家
药监局官网查询：该方全称参茸大补膏，
国药准字 Z43021037。中国中药膏方协
会吴士宏证实：参茸膏是中药界一个骄
傲。他说命门养生源于《黄帝 81难经》：
养命门可濡五脏六腑，气血筋骨。南宋太
医局整编历史医案药方，白家参茸膏被
作为命门滋补膏收录，此后宋元明清四
朝，14位皇帝将其作为御用膏滋，受乾
隆喜爱，并留御笔：参茸膏温煦命门，活
气血、养五脏，强筋骨，乃气血、五脏、筋
骨之疾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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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全国一些著名中医院，纷纷开
设一个特色门诊：膏方门诊，看病不开西
药，均以滋补命门参茸膏为基准，加减药
材，门诊量异常火爆。很多患者把它当做
一种养生疗法，并流传一句话：参茸膏补
命门，一年两次，大病小病不上门！

白老先生说：参茸膏有个严格要求，两
味主药红参是长白山精制红参，鹿茸必须
用东北梅花雄鹿嫩角，尚未长成硬骨带茸
毛含血鹿茸，否则药效大减。参茸膏，
是成方，膏滋剂型，温而不腻，补不上
火，男女通用，对现代疾病，可整体施
治，往往会出现多病同愈奇迹。

有一患者 30年老风湿，属筋骨之病，
治了几十年没治好。其实与他肝肾虚弱，
气血亏虚相关，因为 “肝主筋膜，肾主
骨”，他喝了三副参茸膏，“肝养筋，肾养
骨，气血畅通”，不出 10天，他闺女打
电话说她爸能下楼梯，骑自行车了。后
来白家又给他邮寄一箱参茸膏，他失眠、
头晕、耳鸣、乏力全部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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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治病分气虚、血虚，阴虚、阳虚，五
脏六腑互为表里，普通患者搞不清自己问
题出在哪？是气虚、还是血虚，是阴虚、还是
阳虚，是该调脾，还是该补肾，怎么办？通过
这么多年，大批患者喝参茸膏，补命门，白
先生总结一个规律性效果：对症补命门，病
治得好，药还吃得少，身体还越治越好！下
面是命门亏虚，气血、五脏、筋骨三大类疾
病典型症状，患者可对照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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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手脚冰凉、麻木、失眠患者
!"

# !"$%&'()*+,-. /01

2.3456789:;7<=>?.@

ABCDE0FGH.IJKL.ME

NOPQ7BRST!89UVW

ZT[\];&Y

比如冠心病、心梗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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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肠胃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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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肺虚咳喘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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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肝肾亏虚、尿频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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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高血压、脑血管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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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风湿、老寒腿，骨刺，腰突、颈
椎病，骨质疏松，(���7"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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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明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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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中心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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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和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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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和参茸大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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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康园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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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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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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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城千济民康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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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月%日下午在北京召开的赛事
签约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斯诺克$海口
世界公开赛将于&"$&至&"$'年连续五
年在海口举办% 这是继中国公开赛和
上海大师赛后# 第三个落户中国的斯
诺克顶级积分排名赛%

据悉#今年的斯诺克$世界公开赛

将于&月&(日至)月*日在海口市体育
馆举行% 届时#包括世界排名前!"位的
选手在内的共计#$名选手# 将到场争
夺桂冠% ++,-./将全程直播比赛#播
出时长超过&0小时#欧洲体育频道&澳
大利亚福克斯体育等十几家境外电视
媒体也将进行超过$&小时的直播&录
播和赛事集锦%

斯诺克$海口世界公开赛是世界斯
诺克协会批准的顶级排位积分赛#其前
身为世界斯诺克黄金大奖赛#赛事总奖
金*"万英镑%&"$&年首届赛事主题定为
'东方之美#蓝色斯诺克(%据了解#此次
赛事之所以定址海口# 除海南省委&省
政府与海口市委& 市政府大力支持外#

更重要的是#相关人士认为#海南国际

旅游岛的特质与斯诺克运动的绅士&优
雅的内涵极度契合#交相辉映%

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为海南的体
育旅游业和会展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大
的机遇和空间#有着多元化&高端化的
文化体育发展趋势# 有利于吸引更多
的国际体育赛事落户海南# 丰富人民
群众的体育文化生活%

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同志认
为)引进世界最高级别的比赛#将对中
国球员运动水平的提升以及中国台球
运动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年斯诺克$海口世界公开赛
由海南省人民政府主办# 国家体育总
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海南省文体厅&

海口市人民政府等共同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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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恐怕是+!2开赛以来最有
意思的一轮% 前*名球队有)队输
球#而且都是在主场% 而排名倒数
第一的江苏队拿到本赛季第/场胜
利#赢的竟然是去年的总决赛亚军
新疆队% 现在#在第&名和第$3名之
间也只有)个胜场的差距%

+!2每年都会有这样的乱局#

那是因为赛程短# 所以积分拉不
开% 过去几个赛季都是新疆队和广
东队在争领头羊的位置% 去年常规
赛则是新疆队一骑绝尘#广东队甚
至到最后一轮才回到常规赛第&名
的位置% 而今年# 从第&名到第$"

名#现在都没法下定论%

江苏队主场击败新疆队#或许
还有一定道理# 虽然战绩很差#但
江苏队毕竟底子还在% 而北京队颓
势依然没有止住#但主场输给福建

队#还是令人惊讶% 更不可思议的
是# 浙江双雄这一轮都在主场折
戟#浙江队输给了山西队#而广厦
队更是主场输给了上海队%

这个赛季的开始阶段# 北京
队一路狂飙# 但最近*轮# 老谋深
算的广东宏远队悄悄站稳了榜首
的位置# 目前已经领先第&名)个
胜场了# 广东队主帅李春江恐怕
已经笑开了花% 广东队若能顺利
拿到常规赛第一# 这个赛季的季
后赛直至总决赛# 恐怕悬念将不
会剩下多少了% 另外# 别看新疆
队现在排到了第$"位# 但他们少
打两场比赛# 这两场都赢的话#

完全可以追到前*名%

北京队显然还会继续下滑#因
为接下来马上是新疆和山西两个
客场% 自从他们的$)连胜被终止之

后#到现在为止是$胜(负*马布里在
赛季初被奉为神明# 却在和号称
+!2最便宜外援约什的斗嘴中#被
拉下凡尘%

最令人惊讶的自然是东莞新世
纪队和上海队% 他们在开赛初期异
常艰难# 但现在都爬到了1强之内%

东莞队一路杀到了第*位%

上海队自然更令人惊奇# 他们
这个赛季一直是巨人杀手# 主场击
败新疆队更是邓华德下课的导火
索# 一举把邓华德这个由上海队塑
造起来的神奇教练#打入泥浆里%

现在去猜测季后赛球队其实并
不太难#难的是他们之间的排名%问
题是#45史密斯&钱德勒的薪水#恐
怕是上海队和东莞新世纪队外援的
十几倍# 但浙江队和广厦队的胜场
也就赢了一两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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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从省文体厅获悉#%日下午#

在万宁日月湾举行的阿罗哈杯冲浪
接力赛中# 秘鲁队凭借着扎实的实
力及灵活的战术后来居上# 一举夺
得比赛冠军%

阿罗哈杯冲浪接力赛是从美
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秘鲁&

法国&委内瑞拉&南非1个国家的参
赛选手中# 各选出*男$女参赛选手
进行接力冲浪的比赛% 在%日下午的
比赛中#第一小组巴西&法国&委内
瑞拉及南非*国的第一个出战队员
冲进美丽的日月湾大海里# 开始了
这场精彩激烈的竞争%

在经过两轮角逐后# 澳大利亚
队&南非队&秘鲁队&法国队进入决
赛#争夺最后的冠军% 一开始#澳大
利亚队和南非队处于领先状态#在
最后两名选手接力当中# 秘鲁队展
现出了自己的不凡实力#表现良好#

一举反超比分#斩获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