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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液态盐藻
=1亿年精华

只有活盐藻才有功效，这是自
盐藻发现以来，全世界科学家们不争
的事实！

您可能会问，什么才是活盐藻？
答案很简单，盐藻终归是一种

生物，只有在液体环境里才是活的,
人超过3天不喝水会死亡，盐藻也无
法离开液体存活，所以盐藻只能做成
液体软胶囊才有功效！

盐藻的神奇，相信很多市民已体
验到了，但你可能只知道盐藻诞生于
1亿年前，生命力顽强，并且在前苏联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挽救了成
千上万生命，还知道在 2011 年日本
福岛核泄漏事件中，让 19 位受到超
量辐射的医护人员后安然脱险，让上
千万甚至上亿国民免受核辐射的威
胁。

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当时给病
人服用的盐藻，都是医生用滴管一
滴一滴喂进那些人嘴里的，是富有
顽强生命力的液态活盐藻，因为盐
藻一旦脱离液体环境，其神奇功效
也就消失了。

所以很多第一次吃活盐藻的人
会发现，咱海南正宗活盐藻是灌装在
一粒粒棕褐色软胶囊里，用手捏捏，
饱满而富有弹性，好奇的市民还用针
戳破，里面是褐色浓缩液体，一股清
香飘逸进鼻孔，用温水送服后，过几
分钟嗝上气来，有股淡淡神秘香味，
全身每个毛孔都像同时打开一样通
畅无比。

再看包装上，清清楚楚写着红
阳牌盐藻软胶囊几个大字，由北京
玉匾国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研制并
联和北京御生堂生产的，是国内唯
一掌握盐藻活体保存技术的核心企

业，通过特殊生物技术，
始终让盐藻保持在液体环
境，从而焕发出其超强、
令人震撼的祛病延寿效
果。

高血压 糖尿病一盒稳
不头晕 精神爽 压差在缩小

69岁的患者朋友得三
高症10多年了，这些年病
情不断恶化，又得了糖尿
病和冠心病！两次心肌梗
塞差点丢了命，高血糖又
引起视网膜病变，眼前就
像蒙了白雾。

2012 年 6 月听说有个液体盐藻
卖的非常好，对许多老年病都有效，
就买了3盒。用1盒后，感觉很舒服，
胸闷、气短、心绞痛都改善了；用了2
盒，血糖平稳了，不像过山车那样
忽高忽低了，报纸上的小字都能看清
楚；用 3 盒，心明眼亮，神清气爽，各
项指标都正常了。用她的话说，改善
养生，还是液体活盐藻最好！

失眠10年一觉睡到大天亮
吃盐藻2个月 全身细胞变年轻

患者朋友提着刚买到的20盒
盐藻说：我吃盐藻两个月了，确实是
一天一个变化，你像原先我 10 年的
失眠、起夜、便秘的毛病没有了，高血
压好了、腰也不酸，腿也不疼了，现在
浑身有劲，感觉比 10 年前的状态都
好，这样的好东西在以前花多少钱都
买不到，所以这次来就多买一些回去
送给亲戚朋友，让他们也跟我一样，
咱健健康康活到100岁！

就像吃了人参果
心脏病 胸闷 气短一扫而光
61岁的患者朋友开始以为盐藻

只对血管病有好处，没想到对男性功

能帮助更大，“要不是自己经历，真不
敢相信快 70 了还能和小伙子一样，
像吃了人参果！”

看到患者的变化，有心脏病的
老伴也忍不住坚持吃红阳盐藻了！2
大盒不到，老伴心慌、胸闷、乏力、失
眠等症状就完全消失，而且老两口还
惊奇的发现，自吃盐藻以来就再没感
冒过。受益颇多的老两口一下就买
了 30 盒红阳牌盐藻软胶囊，他们想
在活动期间把这样的惊喜传递给更
多的人！

都是细胞惹的祸
修复受损细胞 疾病改善

“一切都是细胞惹的祸！”这是德
国细胞病理学之父鲁道夫·微耳关于
细胞病理学原理中的这一著名论
断。《细胞病理学》一书中作了详细阐
述：细胞受损乃百病根源，我们每吸
进一口气、喝一口水都会对细胞造成
损伤，正因为损伤是随时随地时刻发
生的，所以很可怕。

令医学家振奋的是，盐藻元素
含量与人体体液、细胞液的吻合性惊
人的一致，可说是天衣无缝，恰可弥
补人类这一缺憾。研究发现，盐藻被

吸收后，会与人体细胞完美结
合。此时的盐藻会像修复自
身细胞一样迅速修复人体受
损细胞，受损萎缩的细胞像头
发生长一样重新长出来，各种
疾病自然消失，机体重获年
轻。

服用盐藻这一大自然的
恩赐，在 80 岁以前把身体各
方面疾病改善，到 100 岁时，
也能像 60 岁一样健康，不受
疾病困扰。
白发变黑 风湿能跑吃盐
藻2个月 身轻如燕

“以前说活 100 岁，我觉得是吹
牛，吃了盐藻就我有底气说这话！”

患者最近心情格外好，因为老
姐妹都夸她越来越年轻了，白发里
长出一茬茬黑头发，十几个老年斑
都变淡甚至消失了，原来有风湿，
现在走路身轻如燕，洗衣做饭样样
不怕沾冷水！

不起夜 前列腺10天好了
尿线粗 尿得欢 再也不起夜
患者大爷退休后，身体也跟着退

休了，一晚上起夜4次，尿频尿急，前
列腺肥大，不服老不行，尤其那方面
更是想都不敢想了！

“老头和我同岁，61，他每天红
光满面，我羡慕得不行，问他有啥秘
方，开始他不说，可过了3天，偷偷塞
给我 3 盒红阳盐藻，我就吃。哎呀！
真没想到，吃盐藻就像吃了《西游记》
里的‘人参果’一样，比吃鹿茸还见
效，再不起夜了，而且事后第二天不
头晕不眼花，真是神了！”

红阳牌盐藻对以下疾病红阳牌盐藻对以下疾病：：
1、对高血压、心脏病、高血脂、中

风的帮助

盐藻中的特殊成份，具有帮助降
血压、改善血液循环，改善心脑并
发症的功效，清洗体内环境，激活
细胞自我修复能力，作用全身，血
压一吃就降，头晕、胸闷随即消失，对
中风的康复非常有改善。

2、盐藻对风湿骨病、关节炎有
改善，能舒筋活络，活血化淤，把体内
的寒湿逼出体外，对风湿骨病有标本
兼治的效果。

3、如果你食欲差，胃口不好或胃
痛、肚胀、口腔溃疡。吃盐藻那是一
吃就灵。很多人说吃盐藻有帮助，
口腔溃疡很快就好。

4、何种便秘，盐藻有帮助效
果。基本是上午吃下午通，晚上吃早
上通。

5、尿频尿急夜尿多，男人多半是
前列腺不好。吃盐藻就能让你撒尿
舒服了。

6、改善糖尿病并发症。
7、安度更年期，缓解潮热、心悸、

出汗、眩晕、失眠、易激动的明显改
善。

8、白发变黑。改善各种色斑减
少变浅。细小的皱纹减少。皮肤变
得滋润光滑。

9、保护视力，预防白内障，盐藻
作用合成视感细胞的感光物质（视紫
红质）具有维护夜视功能。

10、胖子变瘦，瘦子变结实，美白
肌肤、消除皱纹，是爱美女士的最佳
选择。

11、提高机体免疫力。如果你原
来容易感冒，吃完盐藻后帮你抗拒感
冒。有咽喉炎的，嗓子干、痒、发炎症
状明显减轻。抽烟的瘾君子们喉咙
里的痰没了，也不咳了。平时老打哈
欠、打瞌睡的，现在变得神采奕奕。

◆买盐藻请到指定经销地址购买，购买时请认准纯正的“红阳牌盐藻软胶囊”。

活动时间：10月14日-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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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买 盒送盒送11盒盒
买买 盒送盒送22盒盒
买买 盒送盒送33盒盒
买买 盒送盒送55盒盒

抢购电话：
0898-

再送1盒价值148元的四季养生茶

再送2盒价值296元的四季养生茶

66660239

回馈顾客回馈顾客，，

市 内 免 费 送 货

再送3盒价值444元的四季养生茶

再送5盒价值740元的四季养生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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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生物将给人类带
来极端寿命》一书。

红阳牌盐藻红阳牌盐藻

吃液体活盐藻 长寿无病扰
2014年，对海南百姓来说注定是不寻常的一年，因为一种不吃药就能“祛百病”的神秘生物盐藻正在整个海南乃至全国刮起一场长寿风暴。只需每天2粒，久治不

愈的高血压、男性障碍、糖尿病及并发症、心脏病、脑血栓后遗症、酒精肝、脂肪肝、前列腺、妇科疾病、便秘、失眠、脱发、胸闷……等多种疾病有意想不到的改善。

红阳牌盐藻软胶囊捏起来软软的红阳牌盐藻软胶囊捏起来软软的，，神奇的液体活盐藻全包在里面神奇的液体活盐藻全包在里面！！

广安堂海秀一号店（海秀东路1号海秀壹号商业广场一层铺面）
广安堂玉沙路分店（玉沙路42号一楼）
广安堂滨海大道分店（滨海大道秀英时代广场）
广安堂海垦路分店（海垦路西岭商业广场115-116号）
广安大龙华超市（龙华路龙华商城首层）
广安大医药商城（蓝天路32-1号医药城）
广安大海甸超市（人民大道23号）
广安大海港路分店（秀英区福隆广场A栋一层23号铺面）
永敬堂药业连锁青年路分店（美兰区青年路8号）
永敬堂药业连锁秀华西分店（秀华路5号秀英粮油公司铺面）
永敬堂药业连锁城东分店（琼州大道67号铺面）

永敬堂药业连锁金贸西路分店（金贸西路蔚兰天成一楼11-14号）
仁之堂药品超市(五指山路15号海外酒店一楼)
仁之堂药品超市(海甸二东路市委党校斜对面)
华芝大药房（文明一横路中汉大厦） /华芝大药房（青年路口）
惠祥药店（海府路1号东升楼一楼）/博爱药房（博爱北路99号）
大岛广药品超市（国贸光大证券旁、国贸大润发）
琼山医药公司中山药店（府城中山路天茂百货斜对面）
秀英上好药店（秀英小街内）
澄迈：东联大药房（文化北路金江镇政府斜对面）
文昌：南山药行(宝安商场，中医院斜对面)

广安大文昌三超市（东风街1-9号）

临高:志明药店（西门市场对面）
定安：新科药店(江南二路中段）
琼海：医药中心商场（加祥街12号）

广安大琼海第一超市（红色娘子军雕像旁）
乐东：银都药行(城江南一路〈电影院旁〉）
屯昌：医药公司第二门市（新建三路）

仁之堂药品超市(新建二路39号中心市场西门斜对面)
东方：爱民药店（解放路邮局对面）
儋州：蓝光药店（老汽车站旁）

万方医药商场（解放南路211号）
昌江：仁和药店(公路局楼下）

陵水：万康园药店(富陵路）
保亭：仁和参茸大药房(文明中路）
白沙：仁之堂药品超(牙叉中路联顺超市对面)
琼中：广昌隆药店（海榆路248号）
五指山：山城大药行（老干局对面）
三亚广安堂青年创业药店（解放路580号妇幼保健院旁）
广安堂三亚解放四路分店（农垦医院左侧）
三亚：健寿堂药店（红旗街82号）/长春药行（红旗街5号）

保康药店（红旗街31号）/保健堂药店（红旗街12号）
万宁：万城千济民康药店/百年华康药店（原千方百剂药店市政府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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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食健字G20110392） 京食健广审（文）第2012110205号

南国都市报10月15日讯（记
者杨小佳）“我看了气得发抖，内
容简直太不堪入目了……”日
前，在三亚做生意的徐先生致电
南国都市报反映妻子和一男子互
发黄色短信，伤心欲绝的徐先生
怒讨说法。

徐先生告诉记者，他和妻子结

婚已有10年，并育有一个5岁女孩，
“这么多年来，我们的感情也还正
常，没有发现老婆有出轨的行为。”
14日下午6时许，徐先生的老婆外
出，“当时她说有领导来了去陪下”，
直到当晚11时许才回来。“当时我
看她喝的烂醉，就扶她去休息。”就
在这时，徐先生发现妻子的电话响

了，“我拿起来接听，一个男的停顿
了一会说打错了。”放下电话后，我
从妻子的手机微信里发现了许多有
色的聊天内容。

徐先生掏出手机给记者翻看，
聊天内容果然十分露骨。“我气得从
当天晚上到现在都没吃饭。”徐先生
说，15号上午，妻子对聊天内容懊悔

不已，“她跟我说这个男子是通过朋
友认识的，两人并未发生什么关
系。”气愤不已的徐先生通过妻子的
手机与这名微信名为“希哥群聊”的
男子对话，对方表示，两人只是工作
交往。记者根据徐先生提供的“希
哥群聊”手机号拨打过去，对方迟迟
无人接听。

妻子与人微信聊天露骨
丈夫伤心欲绝怒讨说法
妻子对聊天内容懊悔不已；该男子表示两人只是工作交往

“抢人”不成砸警车
白沙一男被拘20天

南国都市报10月15日讯（记者
王燕珍）朋友飙车被警方询问，白沙
一年轻男子闯入派出所要求警方放
人，激动之下竟砸警车，因涉嫌阻
碍执行公务和故意损坏财物，男子
刘某被白沙警方依法合并执行行政
拘留20天，并处罚1千元。

据介绍，10月1日晚11时许，白
沙黎族自治县公安局邦溪派出所民
警在巡逻时，发现有两名男人在路上
疯狂飚车，民警将两名男子拦下并带
回派出所。正当民警依法对飙车男
子进行询问时，一年轻男子突然闯进
派出所要求民警释放自己朋友，民警
本想将其劝离，没想该男子不听劝
解，大喊：“警察有什么了不起？不放
人，警察都打！”紧接着将手机砸向警
车，造成警车损伤。目前，该男子刘
某已被行政拘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