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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吃石斛少吃药，
一身疾病都赶跑

九大仙草之首，铁皮石斛当之无愧
九大仙草分别为：
铁皮石斛、
天山雪莲、
千年人
参、
二百年首乌、
花甲之茯苓、
苁蓉、
深山灵芝、
海底
珍珠、
冬虫夏草，
而铁皮石斛更被奉为九大仙草之
首。民间有传说，
凡病危濒死之间，
口中滴入两滴
石斛茎汁，可有起死回生之效。而现代科学也证
实，铁皮石斛中含有石斛多糖、
石斛碱、
石斛胺等成
份。具有补五脏虚劳；
抗衰老：
抑制肿瘤的作用。
据《黄帝内经》记载：
“气血调和则身体无恙，
百病不生；气血虚则怪病不断，痛苦不堪。”中国
科技大学、中山医科大学的研究表明：铁皮石斛
是补气血、五脏虚劳的天赐良药！并对各种脂质
血栓具有强大的吸收和溶解能力，
其生物活性达

到了韩国红参的 150 倍。它能溶解各种血栓、胆
固醇、体内毒素。铁皮石斛的分子非常小，小到
比红血球还小许多，
因此可以轻松地穿过最细的
毛细血管，
迅速将其快速溶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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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血液能轻松畅快的流动，
使气血充盈，
五脏
不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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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药理研究和古代运用铁皮石斛的技术层
面上来比较，
现代化的浓缩提取工艺和破壁技术，
使铁皮石斛的人体吸收率提高了30倍！治疗效果
提高了近40倍！仅在治疗肺部疾病的效果上来讲，
野生铁皮石斛的效果就高于冬虫夏草 57.9%！而

在其他疾病的治疗、
保健上也超过蜂胶、
盐藻、
虾青
素、
Q辅霉的11倍以上。近年来，
由于每年都在大
范围的减少，
野生铁皮石斛被国家列为国家二类濒
危植物，
其价值变得尤为珍贵！
铁皮石斛以贵州赤水产地为最佳，被誉为"
仙草"，运用超临界低温提纯技术和小分子萃取
技术，保持原药精华，功效提高 39 倍，身体有效
吸收。只要患者早晚含两片就能补气血、五脏虚
劳：心阴虚一营养大脑,营养心肌,降心火;肝阴虚
一改善肝血循环,养肝明目;脾胃阴虚一养胃生
津,促进肠胃蠕动;肺阴虚一润肺、祛燥、平咳;肾
阴虚一补阴潜阳,生精血、填骨髓。欢迎广大患
者亲身验证，
铁皮石斛到底有多好？ 一试便知！

拨打 66669060，
优惠抢购

买正宗铁皮石斛，
今天只要 3.3 元
贵州赤水铁皮石斛从 07 年起，几乎每年价格都上涨 30%以上，2014 年，铁皮石斛的价格已上涨至 37 元/克，
【苗氏石斛】采用贵州赤水野种铁皮石斛为原料，已被国家正
规权威部门正式批准。为让每一位市民都能感受到石斛养生的神奇效果，厂方特拿出 2000 盒苗氏石斛，以 3.3 元的价格供市民体验。每人限购 10 盒（一盒 60 片），机会仅
有一次。郑重声明：每片铁皮石斛含量如果达不到国家标准，我们 10 倍赔偿，有需要的市民可先拨打电话 66669060 进行预订！

三天开始浑身舒服，

3.3 元吃
“仙草”，康复 28 种慢性病
在 2012 年
世界医学、
药学
高端论坛会上，
中国代表陈教
授发表了《论铁
皮石斛与 28 种
疾病康复》的论
赤水高山实景，铁皮石斛终年 文，
因铁皮石斛
生长在云雾缭绕 1500 米的高 的独特药理、
药
山峭壁上，
采摘极为不易。
效、论据、论证
引起世界各国专家高度震惊、充分肯定。会后
纷纷引进自己国家治病救人，
并建议申请世界
物质文化遗产，
铁皮石斛再一次证明了中国医
药的博大精深 ！

天地珍物之尊，中华仙草之首，铁皮石斛
是中风偏瘫、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
病、肺病、胃病、肠炎、肝胆、肾虚等二十八种
慢性病终极疗法......
苗氏石斛片剂服用方便，只需舌下含服，
就能被身体 100%高效吸收。服用当天就会
感觉浑身说不出的舒服，精神头比以前增加
了很多。第一阶段，改善微循环，血流加速，
高血压病人，能使血压稳步下降，头不晕，不
胀，不痛；心脏病人，能消除心绞痛，心不慌，
胸不闷。第二阶段，手脚冰凉、肢体麻木现象
消失了，头晕、心慌、脑胀、头痛都没了！血糖
开始平稳下降，男性能力大大增强，胃肠病患
者不再受煎熬。第三阶段能感觉到浑身有

真快 老局长拍手叫绝

劲，下楼买菜、早晨散步、爬楼都很轻松；头脑
清醒、呼吸顺畅，晚上睡觉特别香！一个月内
即可溶化全身微小血栓，头晕、胸闷等症状完
全消失，再也不用担心心梗脑梗了！三高指
标正常，血压降低，空腹血糖 6.0，可逐步减服
降压、降糖西药！血脂、胆固醇、血粘度都正常
了，
肝病各项指标恢复正常，
动脉硬化、
脑血栓等
病全面好转，
溶脂溶栓溶毒素，
铁皮石斛不愧是
九大仙草之首、
百病康复之王！
坚持服用，心脏病、脑血栓不见了！心脑
血管中各种大小血栓全部溶解了，血液清澈，
血管充满弹性，心脏病再不易复发，保持心
好、脑好、血管好、脏器好的最佳状态，活过百
岁不是梦！

早晚两片铁皮石斛，扔掉 9 种西药
■保护心脑 铁皮石斛可帮助解除心血管粥
样硬化，充分营养和活化心肌细胞，延长心
脏寿命；心脏恢复正常的供血功能。在净化
血液的同时，能充分软化血管，使原来变脆
的血管重新恢复柔软有弹性，防治血栓形
成，并杜绝血管爆裂，再也不会发生心脑血
管病了。中风后遗症患者按疗程用后明显
看到健康效果。
■修复神经 铁皮石斛具有极强的神经修复
功能；可修复体神经、语言神经、表情神经、
思维神经。恢复神经系统自主功能，肢体麻
木症状消失。
■促进消化 铁皮石斛是胃脘痛、上腹涨痛
的常用药物。现代医学实验证实：铁皮石斛
对幽门螺杆菌有较好的抑制作用，有效治疗
萎缩性胃炎、浅表性胃炎、十二指肠溃疡、肠
炎等病症。

■护肝利胆 铁皮石斛有很好的利胆作用。
历代医家都认为"铁皮石斛"具有滋养肝阴
的作用，是治疗各种肝胆病的要药，能有效
治疗肝炎、胆囊炎、胆结石等肝胆疾病。
■抗风湿 人进入中年以后，阴津开始衰弱，
筋骨功能逐渐减退，铁皮石斛能够滋养阴
液、润滑关节，从而达到强筋健骨、流利关
节、增强抗风湿的功效;
■降低血糖血脂血压 铁皮石斛能养阴清
热润燥，临床研究表明，铁皮石斛不仅可以
增强胰岛素活性，同时能显著降低血糖水
平，使血糖正常;可促进循环、扩张血管、降低
血胆固醇和甘油三脂，降低血压。
■抗肿瘤 铁皮石斛对肺癌、卵巢癌和早幼
粒细胞性白血病等恶性肿瘤的某些细胞有
杀灭作用，具有很强的抗肿瘤活性。临床用
于恶性肿瘤的辅助治疗，能改善肿瘤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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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益寿的功效。
苗氏石斛富含多糖、氨基酸和石斛碱、
石斛胺碱等十多种生物碱。经中国医学科
学 院 药 用 植 物 研 究 所 鉴 定 ：多 糖 含 量 为
18.94%，总生物碱含量为 0.3%。能有效提
高机体免疫功能，
对人体眼、
咽、
肺、
胃、
肠、
肾
等器官和血液、心血管等疾病有特殊疗效。
能抗白内障，
延缓衰老，
抗突变，
抗肿瘤（中国
药学大词典）。苗氏石斛的研究、保护、与开
发项目列入国家高新技术项目。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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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氏石斛主产于贵州赤水的原始森林
中，大多生长在云雾缭绕的悬崖峭壁崖石缝
隙间和参天古树上。淋仙汁甘露，积天地精
华！由于生长条件苛刻，且无法人工种植。
自古以来就被誉为“仙草”
。
苗 氏 石 斛 能 大 幅 度 提 高 人 体 内 SOD
（延缓衰老的主要物质）的水平，对经常熬
夜、用脑、烟酒过度，体虚乏力的人群，经常
服用非常适宜。苗氏石斛有明目作用，也能
调和阴阳、壮阳补肾、养颜驻容，从而达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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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之一的价格用上正宗苗氏铁皮石斛

症状，减轻放、化疗的副作用，增强免疫力，
提高生存质量，延长生命时间。
■保护视力 铁皮石斛具有滋阴养目的功
能，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铁皮石斛对防治
老年白内障和保护少儿视力有明显效果。
■滋养肌肤 人体进入中年后，由于体内的
阴液日益减少，从而加速了皮肤老化，使之
变黑或变皱。铁皮石斛含有的黏液质，对人
体皮肤有滋润营养作用。
■抗衰老 《神农本草经》将铁皮石斛列为
具有"轻身延年"作用的黄金圣药。现代药
理学研究证实：铁皮石斛含有多种微量元
素，对人体的抗衰老作用比一般的药物更广
泛、更全面。
■增强免疫功能 铁皮石斛具有滋阴养血
补肾的功能。含有丰富的多糖类物质，生精
血、填骨髓，让男人再展雄风。

今天，只需 3 块 3 毛钱就可以买
到市场价 37 元/克的特级野生铁皮石
斛，机会只有一次，有需要的市民抓
紧时间拨打 66669060 预订。每天前
30 位市民更有特别惊喜！

抢购热线：
66669060(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有一位患者，退休前是事业单位局长，患有
冠心病、糖尿病已多年了，抗凝的、溶栓的、降糖
的药没少吃，吃药的时候好，一停药就复发。今
年 4 月初，他的一个朋友给他介绍了苗氏石斛，
服用当天就感觉浑身说不出的舒服，精神头比
以前增加了很多。15 天左右到医院检查，他的
血液指标发生变化，比如总胆固醇下降，血液粘
稠度也有所降低。坚持服用苗氏石斛，空腹血
糖达到 5.2mmoI/L，甘油三酯也开始往下减，大
肚子小了很多，困扰很多年的失眠现象也有了
改善，睡的又香又沉，身体好像一夜回到了 20 年
前，老局长拍手叫绝！

服苗氏石斛片，

真好 效果好我实话实说
一患者，57 岁那年得过脑中风，留下了腿
脚发麻的后遗症。另外还有胆囊炎，胃也不好，
吃点东西就反酸，身体状况很不好。后来在女
儿的建议下服用了苗氏石斛，吃了两天就就觉
得浑身发热，问了专家，知道是好转反应，就放
心服用。两周后，身体热乎乎的了，中风留下的
手脚麻木竟完全消失了。服用后，胃开始不反
酸了，坚持服用，胆囊炎有了明显改善，过去一
点肉都不敢吃，现在可以吃红烧肉了。可以说，
苗氏石斛对她是太神奇了，以前感觉不舒服的
地方都好了，真是没想到，这次搞活动，决定再
定了 20 大盒。她说，他们家有心脑血管病的家
族史，这个产品都吃上，有病的治病，没病的提
前预防，一家人再也不必为心梗脑梗之类的担
惊受怕了。

祛根 这药便宜效果好
很多中老年朋友说，这些年来药没少吃，
钱花
了不少，
可是病越来越重。遇到苗氏石斛，由于一
药治多病、
见效快并且很便宜，所以服用起来特别
有信心。只要坚持3个月以上的，
身体各项指标都
正常了。胆固醇降下来了，
血压血脂正常了，
血液
循环系统就像年轻人一样，血液清澈，
血管畅通，
心脏跳动有力。吃苗氏石斛的人，都会推荐给身
边的亲戚朋友们吃，
因为苗氏石斛见效快、
持久重
要的是不复发，
不愧为百病康复之王！

服后十大惊喜等着你
一、
快速降血压，
减服西药
二、
降低心脑血管病风险、
远离心脏猝死中风偏瘫
三、
降血糖，
逆转糖尿病并发症
四、
大肚子瘪了，
脂肪肝没了
五、
安神、
促进睡眠
六、
尿频尿急好，
夫妻感情更上一层楼
七、
手脚冰凉、
麻木消失得无影无踪
八、
告别肠胃老毛病，
吃饭香
九，
肺虚咳喘明显减少
十、
抗衰老，
延年益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