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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话养生：

睡前一盆百岁汤 不用医生开药方
“秋风起，落叶黄”一场秋雨一场凉。

足是人之根 泡脚治全身

泡脚 ＝养生：
随着天气转冷，寒从脚下起，鼻炎、气管
炎、
哮喘、
血压高、心脑供血不足、中风、肠

《黄帝 内 经 》曰 ：
“ 经 脉 者 ，人 之 所 生 ，

秋天泡脚肺润肠濡

一身饱暖、牛大力、铜凉伞、红花倒水帘、夜交

冬天泡脚丹田温灼

藤、威灵仙等研制而成的“巴马百岁汤”泡脚，

胃炎、风湿颈肩腰腿疼又到了高发的季
病之所成”。足底有 １３６个穴位反射区，对

节。很多男士还会感到肾虚、
疲惫，
女性会
应人体的五脏六腑各个 器官 。早在 几千 年

中国古代很多历史名人或养生、长寿者

可以打通经络、促进

前 ，中医 就发 现了“足是 人之 根 ，泡 脚 治 全

都喜欢睡前泡脚，泡脚能让人切切实实的感受

气血 循环 、祛寒 排

身”的妙处。

到这一养生习惯带来的身体变化，比如腿脚有

湿、强肾养元，为人

感到小腹更加坠胀，
手脚冰凉。
而一些喜欢泡脚、懂得养生的市民，
却一点不怕过秋冬，特别是用天然的瑶药
神医华佗在《足心道》中记载：

劲了、人更精神了，很多疾病自己好了！

体做 一次 全面 的梳

“巴马百岁汤”泡脚，已经成为了全市的
一种流行时尚，让很多人告别了多种疾病

春天泡脚升阳固脱

瑶药生长在广西巴马一带的深山幽谷之

夏天泡脚暑湿可祛

中，绿色天然、根源施治，最适宜泡脚。长期用

理与保养，往往多种
疾病都能不药而愈！

和亚健康，
身体倍儿棒，
吃嘛嘛香！

每天泡泡脚 疾病全赶跑

泡脚 ＝祛病：

俗话说“树老根先老，人老脚先衰”，家住

出体外，因而对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疼，有

帽儿胡同的郭大姐脚上皴裂、灰指甲，患有血

药到病除、标本兼治的奇效，往往 １
－３个月能

压高、血糖高等，除了吃药不知道该怎么办！郭

不药而愈。
血糖高、肠胃病：

大姐觉得人过半百，吃啥也不吸收，饭吃多了
取出瑶药巴马百岁汤，
放入足浴盆中，
加
还不消化呢，更别说“是药三分毒”的药了！

很多人惊奇的发现，用“巴马百岁汤”泡

入一公斤的沸水，
浸泡搅拌 ３－４分钟。
去年 １０月 １１号那天，郭大姐偶然看某

脚血糖稳定了，连多年的肠胃病也大为好转。

卫视一档“瑶药泡脚”的大型智慧类节目，她

这是因为脚底有对应的胰脏穴、肠胃穴，泡上

觉得这些瑶药挺稀奇，买了几盒巴马百岁汤一

两三个月，减停胰岛素用量，坏疽、眼睛模糊、

试，没想到泡了五分钟，就觉得全身畅通、舒

身体瘙痒渐渐好转了，肠炎、胃痛也好了！
咳嗽、哮喘等呼吸道问题：

服，２０多分钟后背微微出汗，一量血压，就下
降了几毫米汞柱，而且膝盖忽冷忽热，感觉寒

中医认为“肺为娇脏”，一个人体质下降

气好像往外逼……
待水温降到可承受范围内，即开始足
浴。

时，稍有一点风吹早动，肺和呼吸器官最早做

第二天一早，上厕所也顺畅了，而且走路

出反应，咳嗽、鼻塞、流鼻涕，呼吸气喘……

去公园晨练时，觉得腰、腿轻便多了，风湿性关

这个时候用瑶药“巴马百岁汤”泡泡脚，

节炎不太疼了。郭大姐非常惊奇，这瑶药“巴

一股暖流直达心、肺、肾，排寒祛邪、强身健体，

马百岁汤”真神奇！连续泡了一个多月，她发

鼻子立马通气，鼻涕、痰湿消失，连泡 ２
－３个

现自己的脚气、灰指甲泡没了，腰、腿也不疼

月肺润肠濡，鼻炎、支气管炎、哮喘等呼吸疾病

了，慢性病的药也吃得少了！

一扫而光！
失眠、头痛、抑郁：

郭大姐的老公喜出望外的说 “给谁说谁
不信，说这泡脚能治病，这不是扯了么！”
但是咨询了中医院的大夫，人家说这大有

盆内水位浸过脚面 ３－５厘米即可，
每次
足浴时间 ２０分钟，
至额头稍稍出汗为佳。

泡没一身病 泡出百岁奇迹

“巴马百岁汤”对失眠、头痛、抑郁的见效
更为迅速，药物和温热刺激能够通过皮肤感受

可能，因为泡脚能够促进气血循环，中老年人

器，传导到中枢神经系统，使中枢的兴奋和抑

往往气不足、血流减慢，血液中的杂质、垃圾不

“巴马百岁汤”每晚泡泡脚，老皮换新皮，脚气

制有序，当晚即可睡得香甜，第二天一早容光

能排出体外，这很多中老年慢性病的源头，泡

不痒，指甲变白，７
０岁的人往往能泡出 ２
０岁

焕发、神清气爽！

脚恰恰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的白嫩、健康脚。

便秘、尿频、尿急：

只需 ５分钟：
而且瑶药泡脚药力猛、药性温和，有很多

血压高、心脑供血不足、血脂高、中风等：

用“巴马百岁汤”泡脚，能促进腺体排毒、

刚放进脚，就能感受到瑶药“巴马百岁
神秘的瑶药在中国古代医书中都没有记载，她

“巴马百岁汤”中的秘制瑶药成分，具有

大肠蠕动，调节人体内分泌、微循环，
３
－５天可

汤” 的能量，５分钟便觉得血脉从双脚到全
的神奇药效是普通中药无法匹敌的，
“巴马百

降低血压、改善循环、消除心脑并发症的功效，

排便、
排尿顺畅，
治病又养生，
越泡越轻松！

岁汤”泡脚疗法值得全国推广！

通过脚底穴位给药，作用全身经络，对高血压、

肾虚、痛经、手脚冰凉、易感冒：

身流通顺畅，一种舒爽的感觉前所未有！２０
分钟后背部微微出汗，脚不痒了，当晚就能
据市民反映，用“巴马百岁汤”泡脚对以

中风的康复效果显著。

都市男女工作压力大、长期受到电脑辐

睡个香甜觉！
风湿骨病（脚跟痛、关节痛、腰腿痛、肩

下疾病均有极其神奇的效果：

射，极易出现性功能减退、痛经、手脚冰凉、常

使用 ３盒：
脚病（脚气、鸡眼、灰指甲、皴裂、脚癣、脚

炎、颈椎病）：

感冒现象。每天用“巴马百岁汤”泡脚，畅通气

每天享受“巴马百岁汤”足浴的感觉太
臭）：

用“巴马百岁汤”泡脚会感觉膝盖很凉，

血、强身健体，有助舒缓压力、美容养颜、强肾

爽了，不知不觉中，您会发现脚气、脚病全好
一上年纪或过度劳累，脚病就来了，用

说明体内的寒湿正在被泡脚的热水和草药逼

壮举！

了，３盒左右失眠、便秘、痛经康复，皮肤变
得白白嫩嫩，本想保健的人发现，自己整个
人的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

三天吃只羊 不如泡脚再上床

泡脚 ＝长寿：
连泡两周期：

喜欢用瑶族的草药 泡脚 ，一

发现一例癌症患者，瑶族姑娘

上，您会惊喜的发现，血压、血脂、血糖平稳

“瑶药泡脚” 走进某卫视大

２０１１年 １０月 １１日 ，

生粗茶淡饭，几乎没有生过

的皮肤也是个个水灵灵。

下降，风湿、颈肩腰腿不疼了，一些男士大肚

型养生类节目，“巴马百岁

病，至今还能上山砍柴、下田

子瘪了，痛风、尿频尿急不药而愈，整个人像

汤”风靡全国，引起各地观众

劳作。她的小儿子自豪的跟

人和瑶医的泡脚秘方进行反

年轻了十几岁，长期使用不仅能祛除慢性

的纷纷效仿。

“她从来没有吃过药
笔者说：

复筛选，精选“一身保暖、牛

和保健品，也没有喝过牛奶，

大力、铜凉伞、鸟不站、红花

坚持用 “巴马百岁汤” 泡上两周期以

在“世界长寿之乡”—
——

病，还能延年益寿、美容养颜。

科研人员将巴马百岁老

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２０多

身上有不舒服的地方，都是

倒水帘”等天然野生瑶药，利

万人口，竟然有 ８１位百岁老

上山采点牛大力、红花倒水

用现代生物萃取技术，研制

人，七、八十岁仍能下地干活

帘这些草药泡泡脚，出出汗

成可活血通络、祛病养生、有

的人数不胜数，当地流传着

就好了！”

消脚疾、保护心脑、美容助眠

感
承蒙全市群众厚爱，巴马百岁汤上市后异常火爆！为

恩
回

了感谢消费者对正宗瑶族足浴秘方的支持，同时为了唤起

馈
更多人的养生保健意识，即日起开展《感恩回馈》活动！

这样的谚语：
“饭后百步走、

巴马这种天然的泡脚疗

—“巴
等多种养生功效的——

买 ２０盒赠 ３０盒 买 １０盒赠 １０盒
睡 前 一 盆 汤 ”、
“三天吃只

法，
让当地人患脚病、风湿、血

马百岁汤”草本足浴粉，一经

羊，不如泡脚再上床”……

压高、
血糖高、心脑供血不足、

上市，立即引起慢性病患者

１２７岁的 “中国长寿之

便秘、前列腺、中风等慢性病

和热爱养生人士的 欢迎 ，在

星” 巴马老人罗美珍从小就

的人几乎为零，迄今为止没有

全国掀起一场全民泡脚热！

巴马百岁汤对本次活动郑重承诺：
绝无任何附加条件；活动仅限 ３天，６日起恢复原价。
咨询
０１０－
电话：

５１６２７９８１ ５２４００５８６ ５２７８６０３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