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广告 C11

2012 年 9 月 15 日 星期六

我们承诺您：
摆脱药物依赖，
血糖平稳，
告别并发症，
正常吃喝！
日前在上海召开的‘第 ８届国际糖尿病治疗大会’上传
出一个令糖尿病患者特别振奋的消息，由中医学研究院数十
名糖尿病权威专家共同研制的中医化糖疗法获得推广，该项
科研成果经过 ６８５６６例患者近 ８年的实践验证终于获得成
功并推出纯中药的产品亦通糖尿乐片，该药独有的“化糖疗
—即化血糖为能
法”令所有与会专家点头称赞，化糖疗法——

量，是从高血糖的发病根源入手，
来治疗糖尿病，并在临床实
践治疗中获得巨大成功。最后专家组得出一致结论：
亦通糖尿
乐片是目前能化解血糖，修复胰岛功能，调理脏腑消除并发
症，治疗糖尿病的特效药，效果堪称一绝。该药经相关部门审
核批准，获得国药准字批号 Ｚ２００５０７７１。“亦通糖尿乐片”一
般服用 ７－１２天左右血糖平稳下降。服用 ３０天左右血糖被控

糖尿病圣手——
—王敏德

制在正常范围内，四肢有力、视力有所提升、瘙痒缓解、坏疽减
轻、腹泻便秘消失；新生胰岛 β 细胞生成，患者可适当放开饮
食。服用 ３－６个月胰岛素释放系统恢复正常，并且拥有正常
血糖，可正常工作和生活。亦通糖尿乐片的化糖排毒疗法解决
了我国几代糖尿病专家想解决而未解决的医学难题，让广大
糖尿病患者梦想实现。

王氏中医“化糖疗法”喜获成功

提起王敏德教授，这位在糖
尿病治疗领域充满传奇色彩的人
物。中医界可谓无人不知，可是在
民间却少有人知道他。因为他一
向为人低调只重医德。其祖上为
御医。自幼随祖父学医，辨识百
草，熟读医书，练就一身济世救人
的好本领。他 １９岁就开始坐堂行
医，王教授中医功底扎实深厚，对
中药的药理药性，千余种配方了
如指掌。尤其治糖尿病，更是王老
的看家本领。无论病情多重、病史
多长，经他诊治，多能康复。他曾
为重要领导及外国要人治过病，
弟子遍布大江南北！
王教授治糖尿病堪称一绝！
患病 ２０多年的老糖尿病患者，经

糖药也扔进了垃圾筐，能吃能喝能

他诊治，只要 ５个月，就能平稳血

睡，正常生活，精力充沛，患者们尊

糖，控制好并发症。用了多年的降

敬的称他为“糖尿病救星”。

王敏德教授：我配的三副药能治糖尿病
王老治疗糖尿病疗效神奇，这个消

在本次会议期间笔者走访了化糖疗法的主要研发
人——
—王敏德教授。
笔者：王教授，祝贺您研发的化糖疗法在这次大会
上获得重大成功，请问，什么是化糖疗法？
王教授：谢谢，讲到化糖疗法就，这就得从糖尿病
发病机理说起，我们平时的食物里如：大米 ，馒头，面
包。面条，等等都是有糖份的，这也是必须要有的。因
为糖，是维持我们人体各项生命活动的能量来源，正
常人是将血液中的糖分化解为能量，被人体自身吸收
利用，或者存储。所以我们看到生活中有的人正常吃

用一个疗程化糖本能得到恢复，患者胰岛和代谢功能得到恢复和稳

完全失去弹性，下方肿胀，表面呈黄褐

息不胫而走，有的患者不相信，非要亲自

色。整个肝肾形同垃圾场一般。这就是糖

验证，有人说他本身患有糖尿病，尽管按

毒和药毒对肝肾损害的典型表现。

买药三天抱怨
服药五月心服口服
吉林人 张先生 农民 ６５岁 糖尿病 １２年

时吃药，注意饮食，血糖还是很高，王老

亦通糖尿乐片中的有效成分能彻底

给他开了三服药。结果他仅吃一副药，血

排出各脏器中的药物残留，减除药毒对

喝，甚至有些人经常的大吃大喝，但
是血糖却没有一点问题。这是因为
他自身化解，代谢血糖的能力正常。
而糖尿病病人是由于胰岛功能下
降，自身无法化解和代谢血液和各
脏器的糖份，糖分长期停留在血液
里，致使其血糖升高，并发 症加重。
所以说，糖尿病是一种以糖代谢紊
乱为主的代谢性疾病，主要体现在
人体化解血糖能力的减弱。我们这
个化糖疗法就是以恢复人体自身化
糖本能为治疗手段的方法。
笔者：王教授，请问，这个化糖疗
法和传统的治疗方法有什么不同？
王教授：这个你就问对了，糖是人体维持各项生命
活动的能量来源，单纯的降糖只能是釜底抽薪，而我们
的化糖疗法是通过真正恢复人体糖代谢，让血糖化解
为能量被人体自身吸收利用，糖分被化掉后，血糖自然
就会降下来。打个比方，我将血糖比作雪山，降糖是将
整个雪山铲到垃圾车里倒掉，而化糖是将雪山融化为
珍贵的泉水流向干枯的大地。人有了能量才能产生强
大的抗病能力，杜绝各类并发症。从这个意义上说，常
规的单纯降糖是在损耗人体需求；化糖才是实际顺应
人体规律的。

固。根据病情确定停药时间，糖尿病人可享受健康人一样的生活。
王老提醒：化糖新方法是一种“化糖期——
—断药期——
—康复期”
的康复过程，一定要按疗程购买和使用，一次康复，不走弯路。

老张糖尿病年头不少，吃药住院样
样没少，可是效果不好，后来找到我，
糖就稳定到 ５．
８，吃得香睡眠也好了，连

王敏德其人

各脏器的损害。在化糖的同时排除药毒，
我给他开了 ５个月的药（亦通糖尿乐

吃三副药，到现在，血糖一直平稳。他激

有人说王老是华佗转世，扁鹊再生，王老却说自己就是普普通通

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治疗糖尿病。
片），这家伙，不愧姓张，有点张飞的遗

动的连呼神奇。王老说：
“治疗糖尿病我

一医生，凭本事为患者看病。我们不是为了鼓吹王老，我们是想通过

三副药：修复胰岛祛并发
传，服用了三天，除了睡觉、吃饭特别
王老这位民间大医，让中国国粹发扬光大，让王老治疗糖尿病的方法

有信心，就用三副药，化糖，排毒，祛并
很多糖尿病患者都用过多种降糖药
好之外，觉得没有别的效果，给咨询大

和他的家传秘方造福更多的糖尿病患者，让更多的糖尿病患者不再

发，血糖平稳不复发。”
也住过医院，花了不少钱。但仍然会发
夫打来电话，劈头盖脸就是一通骂，后

走冤枉路，不再浪费血汗钱，踏踏实实的按照王老的方法把糖尿病治

一副药：化解血糖为能量

现，即使降糖药一直没有停，饮食也控制
来，我劝他消消气，５个月后，病不好，
好，不再受疾病的折磨，不再拖累家人，安安康康过好后半辈子，这才

血糖就是 “血液中的的葡萄糖”的

的很好，检测到的血糖也比较稳定，但并

简称，糖尿病患者由于胰岛功能下降，胰

发症还是会接踵而至，究其原因就是：单

我给他免费治疗，这才放了电话。
是目的。如今王老秘方亦通糖尿乐片已畅销全国。所到之处无不引起
五个月后，我又接到了老张的电
巨大轰动，为保证生活困难的糖尿病患者也能康复糖尿病，王老决
岛素受体细胞失去了敏感性，无法化解

纯追求降糖，没有从根本恢复人体化糖
话，
开门就是一声大笑，
高兴的告诉我，
定，从即日起，实施惠民举措，惠民名额各省仅限 １０００人。

吸收体内的糖分，使得血糖长期停留在

本能，亦通糖尿乐片以恢复人体化糖本

血液里，就像糖泡蒜一样，将心，脑，肾，

能入手，化糖排毒双管齐下，全面调整各

他的糖尿病好的差不多了，
先是吃饭好
了，
睡觉香了，
１５－３０天，
血糖逐步平稳

王敏德教授糖尿病惠民新举措：
眼等重要器官常年泡在糖里，对身体的

脏器机能，修复患者胰岛素受体细胞缺
下降，
１－２个月后，并发症好了大半，

王老研发的化糖新药——
—亦通糖尿乐片上市以来，已使数
危害非常大，所以医学上把它形象的称

损的基因，并发症自然就没有了，王老三
４－５个月全好了，说我给他开的药好，

作“糖毒”。患者只能靠服用传统降糖药

—化糖，排毒，祛并发 ，
步步为营，
副药——

万名糖尿病患者康复，
为了让更多糖尿病患者都能体验到亦通
说我是菩萨，他能想到的词，不管是否

来控制血糖的回落，而单纯的药物降糖

它是一种能从根本上恢复人体正常化糖

并不能恢复自身化解糖份的能力，都是

本能和代谢功能的特效新药，让人体血

强行将血糖排出体外。亦通糖尿乐片进

糖始终处于自然平衡的状态，全面治疗

糖尿乐的确切疗效，
王教授特推出惠民“新举措”。
合适，都说了，更出格的是竟然要我的
照片，说是要把我供起来，把我吓了一

原价：三副药（四个月量）２９８０元

大跳，这东北汉子，真是让人欢喜让人
入人体后首先是“化糖”。它能够调整各

各类并发症。亦通糖尿乐片的问世宣告

脏器功能，使人体自身恢复化糖本能，分

了“糖尿病治疗已经进入“化糖排毒”

解吸收体内糖分使血糖降下来。

时代。

愁，冷的时候，把你扔进冰窖，热起来，

惠民优惠价：三副药（四个月量）１５６０元
惠民购药时限：９月 １５日—９月 １９日 仅限五天

比桑拿还让你受不了，不管怎么说，
病
好了，
受点骂不算什么。

二副药：排出药毒身体棒

血糖 １３．
５ｍｍｏｌ
／
Ｌ

化糖为能量 一天一个样
由于患者常年服用降糖药物，药物
的残留都会停留在肝脏和肾脏，从而产

降到 ６．
５ｍｍｏｌ
／
Ｌ
见过百位医生只服王老

使用 ７—１５天三多一少，疲乏无

生“药毒”，肝脏和肾脏受“药毒”侵蚀，

王老在救治的患者中，有一位最特

力四肢麻木，皮肤瘙痒，便秘，水肿，视

易导致器官的衰竭，产生严重的并发症。

殊，是一位退伍老军人，得了糖尿病很多

力模糊，等症状开始逐渐得到好转口

王教授在几十年的从医经历中经常会遇

年，看了医生少说得上百位，后来老战友

不渴，眼不涩，睡觉香，使用 ２个月糖

到这样的情况，很多糖尿病患者在接受

听说王老的亦通糖尿乐片是家传百年秘

化血红蛋白指标下降，或恢复正常，并

检查时，会发现体内肝肾被大量的 “糖

方，效果特别好，他已灰心的啥也不吃。

发症发生风险降低，病人就可以逐步

毒”和“药毒”侵蚀，肝脏已基本板结，下

老伴执意为他买回来三副。服用两天，感

减停口服药，血糖也已平稳，不易反

部肿大，严重畸形。表面呈苍白色，并有

觉全身就有劲了，后来用来两个月，血糖

大量绿点，表面细胞已经完全坏死，进一

就由 １３．
５ｍｍｏｌ
／
Ｌ降到 ６．
５ｍｍｏｌ
／
Ｌ现在

步检验后才知，器官生理功能已丧失殆

人也有精神了血糖也稳定了，心情舒畅，

尽。且肾脏形状也已变得极为怪异，几乎

他真是服了。

弹，使用 ２—３个月，糖化血红蛋白基
本正常，血糖稳定，适当放宽饮食使自
身化糖本能得到锻炼，心脑血管，足
部，眼部，神经系统等并发症好转，使

５６２５３１１２
５６１３９９９７

救助
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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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重承诺
为确保疗效，糖尿病患者用药一疗程血
糖未平稳，并发症没有消除，厂家将免药费，
用药治疗直至完全康复！
豫药广审（
文）
第 ２０１１０５００９５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