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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北京高血压病人：
５年，
复发率仅为千分之一！

我们承诺您：
正常生活，
远离降压药，
血压平稳，杜绝并发症！

才 ２天，
血压由 １６０降到 １２０
见过百位医生他只服张老
张老救治过的患者中，有一位最特殊，是
位退休的老局长，高血压 ２０年，吃过国内外名

２０１０年 ４月 ２９日，由世界高血压联盟（ＷＨＬ）与中国高血压学会（ＣＨＬ）联合主办的“２０１０世界高血压大会暨第 １２届国际高

药无数，看过的医生少说得 １００位，但就不见

血压及相关疾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邀请的来自全球高血压相关领域的 ２５０多位专家学者共同和围绕“张老中医针对高血压研

效。后来老伴听说张老的百花杜仲降压片是家

制的降压中药”展开讨论，并得出一致结论：张老的降压配方堪称一绝，这一降压配方实现了从“补肾气、平肝阳”的根上治疗高血压， 传百年秘方，效果特好，他已灰心了，说啥不
吃！老伴执意为他买回 ５盒，刚喝 １天，高压就

抑制了高血压发病源头，不仅能平稳降压，更杜绝一系列并发症的产生，
是目前国际上真正能让高血压患者远离药物毒害，彻底摆脱高
由 １６０降到了 １２０了，胸口轻松，才 ２天，血压

血压及并发症危害的纯中药降压产品。
就稳在 １２０／
８０，头不晕、不痛，手脚不麻，心情

最后，
会议一致认为，张老的降压配方为国际医学特别是高血压治疗做出了重大贡献，应在国际范围内大力推广应用，让更多患者
舒畅。老局长真是服了，给张老打电话，张老建

从根本上摆脱高血压危害！
议他再服 ３个月，肾气能补足，这不，３年过去
了，老局长的高血压一直稳定，精神也特好！

关于百岁中医张文伯
现场感受：
５分钟
提起张文伯，中医界无人不知，他年近百

耳聪目明 口舌生津
岁，
是大名鼎鼎的西安张氏中医第 ７代传人！祖
服用“百花杜仲降压片”，然后闭目静坐 ５
上 ６代皆为清代御医，他自幼随祖父学习中医，
分钟，
你会感到有一股能量簌簌的游走于全身，
辨识各种草药，熟读《本草纲目》、
《千金方》
头脑轻松、嗅觉灵敏、口舌生津、四周声音听得
等医学名著，练就一身济世活人的本领，
１８岁
清清楚楚，这就是肾气充裕的表现！
开始坐堂行医，一生治愈无数疑难病患者，
尤其
研讨会上，
著名神经内科专家张教授说：
张
擅长高血压、高血脂、中风偏瘫、冠心病、脑血
老的“百花杜仲降压片”确实不一样，
实现了补
栓等病，
无论病情多重、病史多长，经他诊治，
力
气、清血、养血、调脏腑四大功效，
抑制了高血压
能回春，他曾为杨虎城医过病，弟子遍布大江
的发病源头，
同时预防了多种并发症的发生，这
南北！
是个延年益寿的好方子，患高血压的中老年人
张老治疗高血压真有那么神吗？我们先了
非常适合吃了！
解一下高血压知识！

后 记
凭什么让高血压终身服药
专家：
少吃一片药 多活 ７小时

张老中医呼吁：
拒绝药物毒害 绿色植物降压已刻不容缓！

有人说张老是华佗转世，扁鹊再生，
张老却
说自己就是普普通通一医生，凭本事为患者看

得了高血压就意味着终身服药，这种不
病。我们不是为了鼓吹张老，我们是想通过张
行，换那种，１片不好吃 ２片、有时吃上 １０几

■他，年近百岁，是大名鼎鼎的西安张氏中医第 ７代传人！
老这位民间大医，让中国国粹发扬光大，
让张老
片，
而血压却时高时低。其实，这些药多是阻滞

■他，继承千年中医精髓，是被国际医学认可的中国中医！
治疗高血压的方法和他的家传秘方造福更多的
剂、
扩血管、利尿剂，长期服用，影响健康！

■他对高血压的治疗堪称一绝！凡经他治疗的患者，一般 １副药，血压平稳，头晕、恶心、手
高血压患者，让全国几亿高血压患者不再走冤
甚至有专家说，
高血压病人治得越久，发展

脚麻、心悸、胸闷很快缓解，头清目明，浑身有劲，有的甚至晕着来，几分钟就能站着走！更有患
枉路，
不再浪费血汗钱，
踏踏实实的按照张老的
得越快，
少吃一片药，
能多活 ７小时。

者连服 ３副药，血压平稳几年甚至长达 ２０年，不再服用任何降压药！他就是老中医张文伯。
方法把高血压治好，
不再受疾病的折磨，
不再拖

张文伯指出：
误断病因

张老有一个 ８７岁的朋友，也是他的患者，可别小看这个老人，那可是张老亲手救下的患
累家人，安安康康过好后半辈子，这才是目地。

让高血压成为难治之症

者，老人 ５０岁时在张老那诊治高血压，连吃 ５服药，３个月后又吃了 ７服，到现在 ８７岁高龄，
如今张老秘方百花杜仲降压片已畅销全国。所

我们知道，血压的作用是维持一定的血流

血压一直平稳，面色红润，心脑健康，这位老人至少多活了 ２０年，这都是张老的奇药之功！
到之处无不引起巨大轰动，为保证生活困难的

量，
供给机体器官！当血流速度减慢，脏腑得不
患者也能康复高血压，张老决定，从即日起，实
到充足的血，机体本能的通过提高血压来加快

天然植物药 阻断并发症

三、工艺高：现代医学理论配比药材，运用
施惠民举措，
惠民名额各省仅限 １０００人。

血流速度，增加供血量，从而发生高血压。为什

国药“百花杜仲降压片”效果真霸道

么血流变慢？《黄帝内经》讲：气为血之帅，气
很多患者说，他们也吃过补气药，可为什
推血行，
形成血液流动。肾气充足，
血液流动强
么效果不好呢？张老解释：

国际最先进的高科技超声波萃取、中药微粉技
术，保留了天然药材完整有效成分，制成 ３０纳

劲有力，而当人体衰老，肾气也由盛转衰，推动

一是，
高血压患者多是中老年人，脏腑对药

更全面、
更有效。这是国内纳米级的降压中药。

血液的动力不足，血流减慢，造成高血压，胆固

物的吸收能力较弱，
而传统降压药颗粒较大，身

四、
效果奇：服用百花杜仲降压片，
２４小时

醇、甘油三酯等垃圾便沉积到血管壁，造成血

体吸收不了，
所以，
吃多少药都等于没吃！

管内腔变窄，血管变脆变薄，诱发脑中风危及
生命！
遗憾的是，传统的治疗方法都在和胆固
醇、甘油三酯作斗争，通过扩张血管降血压，使
高血压成了难治之症。

二是，
现在治疗高血压的中药为通用方，
相

血压稳定，
６天血压稳在 １２０／
８０，头清眼亮，
浑
身轻松，睡得香，排便畅，
１５天左右，
血脂、血粘

关规定猛药不能入方，导致药劲不够强大，
就像

降到正常值，心悸、胸闷等消失。３个月左右，

吃西药一样，
吃了就降，
不吃就升！

心、脑、肾等被高血压损害的器官功能恢复，杜

张老秉承先祖悬壶济世之心，已将百年秘
方无偿上报国家，通过国际顶尖中药提取工艺

绝猝死的发生。

逆转并发症 数十年不犯

张文伯叫板国际名医：

制成中药片剂，突破传统中药弊端，补气平肝，

中国名医协会郑教授说：这个方子从补肾

我配的药能治高血压

一天 ３次，每次 ５片。２－３天降血压！６日平稳，

气，平肝阳入手，一补一降，抓住了高血压“肾

因降压快、无副作用、稳定性好，相关部门一经

气亏虚、肝阳上亢”的病根，通过下猛药，
养治

张老治高血压的高超医术，引来英国名医

好消息：

米颗粒中药，使人体对有效成分吸收的更快捷、

乔治医师的公然挑衅，非要亲自验证，他本身

认可，即刻特批国药准字 Ｚ５２０２０２５８，命名为

同用，在补肾气，平肝阳的同时，
将胆固醇、甘油

患有高血压，尽管按时吃药，注意饮食，血压还

“百花杜仲降压片”。

三酯等垃圾分解排出体外，
营养血管，恢复血管

为响应“２０１０世界高血压大会暨第 １２届
国际高血压病研讨会”的召开。解救众多饱受
高血压折磨的患者，国家高血压防治协会联合
“百花杜仲降压片”特发起“高血压绿色康复
工程”大型救助活动，
广大高血压患者在活动
期间可以得到以下救助！
患者在活动期间购买百花杜仲降压片一
个疗程就可立省 １５９０元，治疗高血压预防并
发症快用百花杜仲降压片，现在，抓紧打进电
话，就可以享受补贴。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
药，爱心救助报名正在进行中。

救助通知
原价：
一疗程

２９８０元（三个月量）

１３９０元（三个月量）
５９０元
立省 １

现价：
一疗程
是很高，张老也向他叫板，结果乔治仅吃一服
药，当天血压就由 １７０降到了 １２０，吃得香，睡

那么百花杜仲降压片与其他中药有何

弹性。当肾气补足，
血流有力，
血供量充足，血压
自然下降。此方还具有调脏腑、
滋阴补肾、延缓

不同？

眠也好了，连吃 ５服，扔掉降压药，血压一直平

家传秘方稳压奇效

稳，
他连呼神奇！

四大奇迹 百年难遇

衰老功效，
让脏腑血液像婴儿一样清澈，避免了

活动时间：
９月 １日至 ９月 ５日 仅限
五天 ９月 ６日即恢复原价

脑梗、脑血栓、冠心病、心梗等疾病的突发。最

救助热线：

广审批文：
第 ２０１２０４０１０９号 国药准字 Ｚ５２０２０２５８

让我佩服的是，
只要患者一次将肾气补足，
血压

张老举了个简单的例子：肾气旺盛的人气

一、组方精：这是目前国内出现的全新的

化能力强，即使饮食不注意，也不会血压高，这

大处方，配伍精良，
该方采用杜仲，益母草，夏枯

就是为什么一家人都吃得很咸很油腻，
结果老

草、钩藤、黄岑等数十味珍贵药材，通过有关部

人有了高血压，年轻人就没事。张老说，他小时

门特批，
又添加多种张氏自配猛药！补气平肝，

候，祖父就告诫，治病求本，很多中医认为高血

治养结合，
快则治标，
缓则治本！

可长期稳定，
甚至数十年不犯！

５６１５５００２ ５６１３９９９７
指定救助地址：
天保堂药店（地坛西门对面，安德路公交 ２７路总站地

三甲医院鉴定：
百花杜仲降压片
址 ２号线安定门 Ａ口出向北 １００米，
左拐向西沿安德路 ３００米路南）

复发率仅为千分之一
经过国内数十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百花

郑重承诺

压病机为血瘀，其实是肾气亏虚，肝阳上亢！而

二、
药材好：所有药材 ９０％是名贵、地道的

杜仲降压片的降压速度超过常用的 ８６种降压

为了确保疗效，高血压患者用药一疗

我配的药恰能补肾气，平肝阳（以补为主，以

药材，全部经过精细筛选炮制，是普通药材药

药，其中，病史 １０年以内患者，痊愈率达

程血压未降不平稳，并发症没有消除，厂家

通为辅），所以我敢承诺我的药能治高血压！

效的 ２０倍！

９８．
８％，
２０年以上患者，
痊愈率达 ８３．
５％，随访

将免药费用药治疗，直至完全康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