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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动员，号召 40岁以上中老年人:
修复细胞,摆脱慢性疾病,延年益寿!
“健康中国 2020” 战略研究报告指出：到

2020 年， 中国主要健康指标基本达到中等发
达国家水平。 为此，卫生系统发起加大健康投
入的“健康中国 2020”工程，并推出“盐藻补贴
体验活动”，让老百姓能以最低价格体验到海
葆盐藻的神奇功效，康复各大慢性疾病。

另外， 再生细胞康复中心现免费发放介
绍盐藻的畅销书 《极端生物将会给人类带来
极端寿命》及内刊《疯狂的盐藻》，详细介绍了
盐藻再生细胞相关内容及各大慢性病防治、
养生等一整套方法,让再重、再久的疾病也能
从根本上痊愈。 现打进电话咨询或购买海葆
盐藻的市民即可获赠此书。 因资源短缺，时间
有限，望市民抓紧时间体验。

郑 重 声 明
我公司为杜绝假冒伪劣盐藻泛滥,从未在

网上销售。 因国内尚无正规的盐藻养殖、研发
技术, 海葆盐藻原材均为澳大利亚进口原料,
是在联合国技术援助下， 由北京玉匾国健联
合北京御生堂医药集团，与清华大学、中医科
学院等科研机构联合研制的世界最佳盐藻产
品,均为专店专销。 对部分消费者因从网上购
买假冒伪劣盐藻产品造成的损失， 我公司概
不负责！

盐藻积聚了人体健康所需的全部营养元素，是任何已知生物所无法匹敌的，在欧美等发达国家风靡已久。
从皮肤、骨骼、血液、心脏、肝肾、气管、肠胃到眼睛，盐藻在医学方面作用遍布人体各处，对各大慢性病治愈率很高。
它强大的修复受损细胞、逆转衰老的作用获医学界认可， “人类终于找到根治疾病的法宝”， “人类的平均寿命将有极大的延长”，

极端生物将给人带来超长寿命

听上去像是天方夜谭，却是真的！
2012年 1 月 31 日，由央视名嘴阿丘主持

一期名为 (小盐藻，大健康 )在国内最权威的
电视媒体 《奋斗 》 栏目中播出 ，2 月 12 日
CCTV 证券资讯频道对该期节目进行重播。

央视如此重视盐藻的原因有 2 个：一是
盐藻本身神奇到人们会怀疑自己的眼睛，二
是它给人类带来了任何已知生物都无法匹
敌的益处———长寿。

世界已经阻挡不了人们对养生长寿的狂
热，节目一经播出就轰动了全国 ；疯狂的养
生迷屡次打爆盐藻厂家热线，上千万热心观
众更希望客观地深入了解盐藻与盐藻相关
的内容。

盐藻是什么样的神奇生物?
盐藻可以说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单细胞

生物 ，诞生于 38 亿年前 ，在+53℃酷暑中存
活、-27℃严寒中繁衍 ， 在 96％的盐水中生
生不息，历经五次生物大灭绝而不死 ，这就
是盐藻的实力。

早在 1993 年，美国时代周刊发表《盐藻
可让人永远年轻》后，全美民众都将盐藻作
为日常生活必备品。 2011 年，世界医药体系
审查最严格的 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更将盐藻列为 OTC 药品，治疗了数百万
例高血压、糖尿病、眼病、肠胃病等慢性病患
者。

20世纪 80 年代， 盐藻研发被定为中国
“七五”“八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和火炬计划
项目，并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盐藻产品的研发。

2 粒盐藻=10 克虫草、人参
=做 7 小时有氧运动
=更新一遍全身血液

内蒙古工业大学医学教授田福利介绍
盐藻富含 5 种类胡萝卜素 ，70 多种矿物质
和微量元素，18 种氨基酸，比冬虫夏草要多
近 30 种 ， 是目前任何已知生物无法匹敌
的。

世界营养协会对盐藻成分检测表明 ，
盐藻中 90%以上的营养素含量超过冬虫
夏草数倍之多 。 其中人体必需氨基酸除
异亮氨酸外 ， 其他几种成分在盐藻中的
含量明显高于虫草含量 ；盐藻中多糖 、蛋
白质的含量分别为 6.13% 、29.1% ， 均高
于虫草中的含量 ；其中核苷类成分腺苷 、
尿苷含量分别是虫草的 8.22 、3.78 倍 ；微
量元素分析发现 ： 钙铁硒及其他无机元
素含量均高于虫草 3-4 倍 。 另外 ，盐藻独
含盐藻多肽 、藻菌素等多种营养成分 ，独
具清除自由基 、补充细胞营养作用 。

研究表明：每天两粒盐藻，相当于吃 10
克虫草 、人参 ；做 7 小时有氧运动 ；更新一
遍全身血液。

吃盐藻每天都有想不到的效果
尤其最近几个月 ，西宁大街小巷 ，到处

都会听见人们议论盐藻的声音 ， 听见人们
交流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亲人 、 朋友 、 邻居
……身上发生的变化；

原本要做心脏搭桥的张大爷服用盐藻
5 个月，心慌、胸闷、乏力等症状逐渐消失，多
年的冠心病也得到改善，周末还和群里的驴
友爬北山。

孙阿姨虽然家庭经济不宽裕，可她相信盐

藻，结果用了 1 个月，失眠居然好了，流的口水
都把枕头湿透了，10 年没睡过这么美的觉。

76 岁的王大妈服用盐藻刚 3 个月 ，血
压、血糖就恢复正常，大便很轻松就解完了，
便秘一下子好了，一脸的福相 ，半年不见的
老姐妹见了她之后，直呼简直变了个人！

西宁的患者们亲身经历、 相互见证着一
个个奇迹的发生，盐藻在 2013 年悄然成了我
们西宁人祛病长寿秘诀。

男人变化大 女人受益多
在这里我们必须公布 2 个事实：
1、男性朋友只要连续服用三到六个月，随

便到一家三甲医院检查， 都会发现自己的血
压、心率是正常的，肝脏是健康的，尿路是顺畅
的，2 个肾脏是饱满充阳的， 前列腺是完全健
康的，这都是医生亲自写在你的病例上的。

2、吃盐藻二到三个月后，任何女人病都
有意想不到的康复变化，半年会至少年轻 5
到 8 岁，更年期平稳度过，到现在，盐藻已经
帮助几千位高龄妈妈和不孕患者怀上了健
康的宝宝。
男人对自己要好一点 精力旺 更强壮

在经济开发区开工厂的赵总 40 岁 ，就
出现很多男人都会有的尿频、尿急、腰酸、两
腿无力，起夜至少 5 次，吃补品又吃进口药，
可治标不治本，反反复复还是发作 ，越吃身
子越虚，心里越想越憋屈！

后来，一位私交很好的教授极力推荐赵
总吃盐藻。 早晚各两粒，10 天后， 尿液颜色
清澈，尿路通畅了，尿线粗了。 教授说这是盐
藻开始见效了， 不要看到效果就停止服用，
一定要吃 6 个月，到时候就会有意想不到的
效果。 半年后，奇迹出现了，朋友都说他一下
子年轻了很多。

赵总常说 ，现在有了盐藻 ，什么补品都
不用吃了，男人就该对自己好一点 ，多吃点
盐藻确实好。

效果要最好 吃法很重要
盐藻的效果不容置疑，它能让人一天一

个样，一个月变样，怎么能把盐藻效果发挥
到极限，吃法是有科学讲究的。

负责任的告诉你 ， 吃盐藻坚持吃 6 个
月，最关键！ 把疾病打败了不是目的，打赢了
不算最终胜利，症状虽然消失了 ，但个别病
毒藏在身体死角，随时会卷土重来 ，所以吃
盐藻一定要吃足量，吃够时间 ，把最后一个
病毒消灭， 身体才能 “刀枪不入 ”“百毒不
侵”，你只要保证吃够半年盐藻，我们就能保
证你从今以后身体倍儿棒 ，吃嘛嘛香 ，健康
身体轻轻松松活到老。

同时在这里 ，我们严重声明 ，吃盐藻受
益的西宁朋友到处给人说盐藻是神药！ 我们
请大家不要乱说，盐藻不是神药，而是科学！
是瑞士、美国和欧盟国家共二十多家完全独
立机构认可并推荐的产品，是经过国家认证
并认可的养生治病产品。

抓住长寿的机会
诺贝尔奖获得者爱德华劳里 塔特姆已经

用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人一生实现长寿的机
会 只 有 2 次 ， 一 次 是 受 精 卵 形 成 之 时 ，
99.99999%的人都错过了。 盐藻是最后一个机
会，这个机会就摆在你我的面前，你还想错过
吗？

美国人海德在 56 岁的时候，病魔缠身，
4 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医生说他活不到当年
的圣诞，但今年他已经 103 岁了 ，美国医疗
系统在这 12 年里没有他的任何就医记录。

成都的田阿姨因中风瘫痪，5 年前知道
了盐藻，现在她每天牵着她的宠物狗散步 30
分钟，这期间她除了做一些康复训练 ，从未
服用过任何药物，幸运的是，下个月就是她
98 岁生日。

盐藻的神 奇 之 处 在 于 其 具 有 独 特 的
DNA 修复功能， 遇到机体损伤后能快速修
复、再生细胞，使机体完好如初。 研究指出，

人类所有的疾病都与细胞受损有直接关系，
如果人体也具有盐藻一样的细胞修复功能，
人类的自然寿命应该是 150 岁。 但随着年龄
增长， 我们的细胞再生能力会越来越慢，极
易受到各种损伤，随之衰老，高血压、冠心病
等疾病随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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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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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胞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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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藻 吃和不吃绝对不一样
凡是已经服用盐藻超过半年的人都知

道：吃盐藻前后完全不一样 ，谢顶的长出了
密密麻麻一层黑头发；不孕的怀上了 ；远离
高血压，没有猝死的风险……吃盐藻 ，不比
今天 ，不比明天 ，就比 1 个月以后 ，比十年
后，比九十岁后，吃盐藻的朋友永远不会因
疾病而苦恼，无论多少岁 ，想去哪随时都能
迈得动腿，想吃啥都能嚼得动。

盐藻已得到证实的效果包括很多：
1、高血压、心脏病、高血脂、中风，盐藻中

的特殊成份，具有降血压、改善血液循环，消
除心脑并发症的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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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

2、盐藻对风湿骨病 、关节炎非常有效 ，
能舒筋活络，祛寒除湿、活血化瘀，把体内的
寒湿逼出体外，因而对风湿、类风湿、颈肩腰
腿疼，有着药到病除、标本兼治的作用。

3、如果你食欲差 ，胃口不好或有胃痛 、
肚子胀、打嗝、口腔溃疡。 吃盐藻那是一吃就
灵。 很多人都说盐藻比吃胃药吃消炎药还管
用，一是快，胃不舒服了，口腔溃疡很快就好
了，马上吃马上见效。

4、便秘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无论何种
便秘，用盐藻都能收到奇效。 基本上是上午
喝下午就通。 晚上喝早上通。

5、尿频尿急夜尿多，男人多半前列腺不
好。 吃盐藻就能让你撒尿舒服了。

6、改善糖尿病并发症 ，比蜂胶强百倍 ，
比注射胰岛素强万倍。

7、 安度更年期， 比如轻松缓解潮热、心
悸、出汗、眩晕、失眠、易激动的效果就非常明
显。

8、白发变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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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防和治疗白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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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盐藻后感冒就跟你绝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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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吃 2 粒 还您健康
35 岁后开始服用盐藻，将明显的延缓身

体各大器官的衰老，摆脱疾病的困扰 ，从而
让身体的年轻态保持长久。

第一阶段 ： 体内垃圾和毒素逐渐被消
除，明显感觉到睡得好，胃口好，大便畅通 、
小便畅快，使精力变得充沛。

第二阶段: 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
成分得到补充，免疫力重新建立 ，抵抗力迅
速提高，你很难再感冒，口服药物逐步减量，
有效改善其对肝肾的危害，气色变得越来越
好。

第三阶段：吃盐藻返老还童的感觉很奇
妙，五脏六腑通体舒畅，各器官都变年轻，白

发返黑，皮肤容颜重现年轻。 血液、血管变年
轻，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肿瘤、前
列腺、失眠、色斑等相应的症状自然消退，身
体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精力体力远胜过
同龄人，健健康康活到老！

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 但事实就是
这样 ，这是北京 、上海 、天津等地成千上万
的消费者的真实体验，可以这么说 ，每个吃
了盐藻的人都从怀疑开始 ， 一点点体验它
的好处，最终心悦诚服 ，成为盐藻的终身受
益者和传播者。
以前大把吃药 现在两粒盐藻全解决

世界抗衰老医药研究会指出 ： 人类衰
老、得病的过程，也就是细胞衰老、损伤的过
程。 可以说，医学的最终使命就是修复细胞，
从细胞层面上治疗疾病，延缓衰老。 盐藻的
发现，让人类在防治疾病 、护衰老领域有了
里程碑式的突破。

盐藻再生细胞疗法不是针对某一疾病，
而是针对人类疾病和衰老的根源———“细胞
受损”，全面解决人体各组织和器官的问题。

经过对近万名老年病患者的临床治疗
证实，海葆盐藻对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咳喘
病、眼病、肝病等疾病均能从根本上予以治
疗。

中国中医药协会副会长张成飞说 ：“海
葆盐藻的成功研制，可以说是中国医药行业
难得的一个创举，也实实在在的给中国老百
姓做了件大好事，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体
验到盐藻的功效，摆脱疾病缠身的痛苦！ ”

据了解 ，为方便西宁人民的购买 ，中盐
集团兰太药业生产的海葆盐藻已在我市以
下大药房全面上柜。

南大街老百姓大药房（宏觉寺街口）
盐藻热线：0971-8266843
经销
地址

2012年，盐藻走上电视，真正叩开人类长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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