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万别让高血压、动脉硬
化把母亲带走！

大连的刘先生眼眶湿润： 父亲 3 年前因脑中
风去世了， 医生说是高血压、 脑血栓诱发的脑溢
血。 每次想起父亲，我就想哭，他还不到 60 岁啊！

这两年母亲的身体也不好， 去年又查出了
高血压、动脉硬化，高压最高时竟然 200，医生
说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可母亲吃了好
多药，都不怎么见效。一次看到报纸上普力诺一
氧化氮的消息，看到是诺贝尔医学奖成果，今年
才被引进到国内，我就买来让母亲用着试试。用
了才一周，没想到还真的很管用，失眠便秘改善
了，血压降下来了。 两个月后，母亲就像变了一
个人，血压一直平稳在 135/90，动脉硬化指数也
低于 4， 心慌胸闷完全消失。 看到这么好的疗
效，我又给母亲买了 20 瓶，准备让她彻底把高
血压和动脉硬化治好。

父亲的去世让我悔恨不已， 如果他能用上
普力诺一氧化氮， 或许就不会……现在能做的
就是要更加的关心母亲，千万不能让“子欲养而
亲不待”的悲剧再次上演了！

诺贝尔医学奖成果：普力诺一氧化氮

背景新闻：

谁说心脑血管
病不能治愈！

2006 年 9 月 5 日 ，
CCTV2 直播了一场演讲。 这
是美国人路易斯·伊格纳罗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做的一场
演讲。 演讲持续了整整一个
小时，聆听演讲的有卫生部、
科技部的领导以及中国医学
界的多位权威专家， 阵容可
谓相当强大。

央视在黄金时段中断正
常节目， 播出一个外国人的
演讲，在历史上尚属首次，这
在当时曾引起了争议， 是什
么人的演讲如此重要？ 但人
们了解了真相之后， 争议很
快就平息了， 因为这场演讲
对中国防治心脑血管病的意
义非常重大， 可谓是心脑血
管病治疗史上一次划时代意
义的演讲。

为了健康，无论如何也要
买几瓶普力诺一氧化氮

长沙市芙蓉区的张华均老先生， 有多年的
高血压、糖尿病，前几年又换上了脑栓塞，一到
春季病情就加重， 每次家人都要提前把他送到
医院输液治疗一个月，不然准犯病，花钱不说，
一家人心里也过不好。 前年 10 月份，张老的侄
女从美国回来，给他带了几瓶普力诺一氧化氮，
说是诺贝尔医学奖最新成果， 对心脑血管病的
效果特别好，让张老吃着试试。 结果一个春季下
来，一次都没犯过病，也没去医院住过。 后来家
人一直都想给张老再买一些，可惜买不到。现在
好了，普力诺一氧化氮终于被引进到了国内，家
人赶紧给父亲买了 20 瓶，把半年的量都储备上
了，今年再也不用担心了。

中国心脑血管病人热议
普力诺一氧化氮疗法

原价 2144 元 一个疗程

现价 1194 元 一个疗程
春季来临，气温变化莫测，导致血管收缩，

血液粘稠度增加，血压升高，是高血压、冠心病、
脑血栓等心脑血管病的高发期和加重期。

为了让广大心脑血管病人都能健康幸福地
度过高发期， 普力诺一氧化氮中国推广中心特
举办特价优惠活动，一个疗程原价 2144 元现在
只需 1194 元，同时获赠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出
版的《一氧化氮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病》一书，详
情咨询 0731-82551688,400-705-2788。

普力诺一氧化氮推广中心采取直销方式，
砍掉药店、专卖店等中间环节，挤干价格水分，
最大限度让利给消费者，特大优惠，仅此一次！
活动结束后立即恢复原价！ 同时普力诺一氧化
氮实行零风险购物，7 天无理由退货， 免费邮
寄，货到付款。

购买时请认准“美国阿尔法生物制药公司
出品”，谨防假冒！

��������一氧化氮竟然能让人终身不再
得心脑血管病？ 很多人都觉得难以
置信，但科学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
事实就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在颁奖颂
词中指出：“这是首度发现一种气体
可在人体中成为信号分子； 以前被
称为废气的一氧化氮， 竟对人体器
官行使重要的功能， 这项发现无疑
是令人惊讶的。 此项发现的核心就
在于： 只要人体内有足够量的一氧
化氮分子，你就不会得高血压、冠心
病、动脉硬化等心脑血管病！ ”

2006 年 9 月 5 日，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路易斯·伊格纳罗教授用简
单通俗的语言阐述了他的新发现，
这种让国内民众闻所未闻的一氧化
氮养生法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却从
根本上揭示了高血压、冠心病、动脉
硬化等心脑血管病发病的机制，并
且破天荒头一次提出心脑血管病康
复的唯一途径。 这不仅引起了医学
界的关注， 更同时引起了市民对普
力诺一氧化氮的强烈关注和追捧！

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硬化等心
脑血管病是完全可以逆转的， 如果
你掌握了这把金钥匙， 让你的体内
一直保持足量的一氧化氮， 心脑血
管病患者完全能康复， 甚至延长寿
命 10-20 年， 这将是一件多么美好
的事情！

只要找对了一氧化氮缺失这个
心脑血管病的根源， 采用普力诺一

氧化氮进行治疗， 还真没有治不好
的。

长沙市岳麓区的陈玉华老人，
今年 73 岁了，得高血压、冠心病已
经二十年了。每年冬天，病情就会加
重， 血压高的时候高压 200、 低压
110，头痛得厉害，好像要裂开一样，
整晚整晚的睡不着。去年 7 月，邻居
给她介绍了普力诺一氧化氮， 说自
己用了 3 个月了，效果非常好，高血
压、心绞痛基本全好了。看到以前一
身病的老张现在这么健康， 陈玉华
老人就打电话订购了 10 瓶用上了。
才用了半个月，血压就降下来了，头
痛不那么厉害了，失眠改善了，精神

也好多了。 用的时间越长， 效果越
好。 这半年来，一次病都没犯过，头
痛头晕、失眠便秘的毛病全没了，血
压一直稳定在 135/95 左右， 到医院
检查各项指标全部正常， 并发症也
全都逆转。

权威媒体见证：

心脑血管病完全可以逆转

诺贝尔医学奖揭示
终身不得心脑血管病原因

对于为何有些人终身不会得心
脑血管病的现象， 欧美科学家一直
在进行深入的研究，他们确信，一旦
找到了这个原因， 就能找到康复心
脑血管病的钥匙。 美国科学家伊格
纳罗教授，经过多年的研究，终于揭
开了这个奥秘。 原来这些人终身不
得心脑血管病的原因， 竟然是因为
一种神奇的气体———一氧化氮。

我们知道，吸烟酗酒、暴饮暴食、
体重超标均是罹患心脑血管病的重要
因素， 但现实生活中却有这样的一些
高危人群终身与心脑血管病无缘。 伊
格纳罗教授对 1520 例肥胖型心脑血
管病人与肥胖型无心脑血管病人进行

比较分析后， 发现这些肥胖型无心脑
血管病者体内一氧化氮的生成量，远
远大于正常人， 这正是他们不得心脑
血管病的原因。 在体内一氧化氮充足
情况下，无论是年龄增大、器官老化、
肥胖、饮食等因素，都不会导致出现心
脑血管病。伊格纳罗指出，心脑血管病
的治疗，应该从根本原因入手，补充一
氧化氮， 让体内的一氧化氮含量达到
正常水平， 这样心脑血管病就会自行
消退了，就再也不会得心脑血管病了。

由于揭示了一氧化氮在心脑血
管病系统中重要的信号分子作用，伊
格纳罗和另外两位美国科学家一起获
得了 1998年诺贝尔医学奖。

相信科学，老医生终觅
心脑血管病救民良方
陈国安， 是长沙某三甲医院的

主任医师，医术高明，给别人看了一
辈子的病， 没想到退休后却得了一

身的病，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脑
血栓……折磨得陈老痛不欲生。 每
天都吃着一大把的药， 虽然陈老明
知这些药的毒副作用会很大， 还不
能断根，可却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靠
这些药维持着。 去年 7 月，陈老在一
本国外的医学杂志上看到了诺贝尔
医学奖成果普力诺一氧化氮的报
道， 了解到得心脑血管病的原因竟
然是一氧化氮的缺失， 才明白以前
的治疗全是错误的。 陈老先买了一
个疗程，一个月下来，血压、血脂全
降下来了，心绞痛也得到了好转。病
情缓解了，陈老就没再用药了，心疼
钱。 可上个月，脑血栓突然发作，被
送到医院抢救，命是保住了，可花了
3 万多块钱！ 程老后悔不已，如果能
坚持用普力诺一氧化氮， 就不会花
这些冤枉钱了。

陈老现在终于想通了， 要相信
科学！得心脑血管病这么多年，怎么

可能只吃一个月的普力诺一氧化氮
就能好呢，只有坚持用，才能实现终
身不再得心脑血管病的愿望。 出院
后，陈老马上打电话订购了 20 瓶普
力诺一氧化氮。 陈老说，“以前老想
省点钱给儿女，可根本省不下，每次
一去医院就得花好几万。 其实儿孙
自有儿孙福，再说了，老人身体好就

是对儿女最大的支持，像我这样，多
活一年就能多拿好几万的退休金，
吃一年普力诺一氧化氮的钱连个零
头都不到。 ”

咨询电话：0731-82551688 或
400-705-2788。

（GD·FDA 健证字（2007）第 0512S0320 号）

路易斯·伊格纳罗是谁？
诺贝尔医学奖揭示
终身不得心脑血管病原因

惠民公告:
热线电话：0731-82551688

400�-705�-2788

��������“他揭开了困扰科学
界百年之久的硝酸甘油作
用机理之谜，他发现了一氧
化氮在心脑血管系统中的
信使作用，这一成果是科学
家第一次发现气体分子可
在生物体内发挥传播信号
的作用，从而开辟了一个医
学研究的新领域。 ”这是央
视对这位演讲者的介绍。

他就是美国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药理学教授、药
学院院长，１９９８ 年诺贝
尔医学奖获得者———路易
斯·伊格纳罗教授。

��������心脑血管病是目前中老年人
发病率最高的疾病， 也是致残致死
率最高的病， 对中老年人的健康造
成了巨大的危害。 很多心脑血管病
人吃了很多药、住过多次院，可病情
还是反反复复，总不能断根，最终还
是难逃心梗、 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病
的发生。

但在我们的身边，有一些人却
终身都不会得心脑血管病， 七八十
岁了还是非常的健康， 这是什么原
因呢？

美国医药巨头阿尔法生物制
药公司， 在伊格纳罗教授的亲自指
导下，严格按照诺贝尔奖标准，研制
成功的 Pro-NO （普力诺一氧化
氮），是目前全球最先进的第四代产
品。 它从纯天然无毒副作用的植物
中，提取足量的左旋精氨酸、左旋瓜
氨酸和原花青素、维 C、维 E 等强抗
氧化剂，采用复合配方、高倍浓缩，
效果提升 10 倍以上。

普力诺一氧化氮进入人体后，
能够快速、持续、足量地产生所需的
一氧化氮， 与血管中的肌肉细胞解
除并使之放松， 从而松弛血管平滑
肌，舒张血管，增加血流量。 它还能
补充血管营养，防止血管硬化衰老，
让血液轻松畅快的在血管里流动，

防止胆固醇和脂肪等沉积物黏附于
血管壁， 让硬化的毛细血管重新恢
复柔韧，减少血管堵塞的机会。正因
为有了普力诺一氧化氮的存在，才
使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心脑血
管病康复成为了可能。 国际心脑血
管病联盟表示， 随着普力诺一氧化
氮的全球推广， 每个人都能实现不
得心脑血管病的愿望。

20 年高血压、冠心病，5 瓶就能
治好！

在诺贝尔奖诞生 110 周年之
际， 伊格纳罗寄语中国心脑血管病
患者：诺贝尔奖的成果是全人类的，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宗旨就是， 让最
新的科研成果服务于全人类， 为全
人类带来健康和幸福。 普力诺一氧
化氮疗法在欧美已经流行了 10 年
了，帮助了 6500 万心脑血管病患者
获得了康复。 如果中国的心脑血管
病人不能从中受益， 这无疑是我们
最大的遗憾。 现在普力诺一氧化氮
已经来到了中国， 并成立了普力诺
一氧化氮推广中心， 广大中国朋友
可 以 拨 打 推 广 中 心 的 电 话
400-705-2788 进行咨询订购。 一个
电话就可能给你带来终身的健康，
让你不再得心脑血管病！

只要体内有足够的一氧化氮， 就不
会再得心脑血管病

��������“普力诺一氧化氮让你终身不再得心脑血管
病”这一惊世骇俗的观点，就像当初震撼欧美医
学界一样，如今在国内同样引起巨大轰动，心脑
血管病人议论纷纷。 普力诺一氧化氮真的能康复
心脑血管病吗？我得病十几年了，还能治好？能消
除糖尿病并发症吗？ 能预防心梗脑梗吗？ 有副作
用吗？ ……

这些疑问随着普力诺一氧化氮的逐步推广，
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普力诺一氧化氮被引进到国
内后，不到一年时间服用人数就超过了 20 万人。
服用者纷纷盛赞普力诺一氧化氮的神奇效果：采
用了一周，血压就降下来了，现在吃了 2 个月了，
血压一直稳定在 130/90，头晕失眠现象全都消失
了； 原来我得冠心病是因为体内缺少了一氧化
氮，难怪总治不好，方法错了，这回吃了普力诺一
氧化氮，不到 3 个月，症状基本上没了；去年冬天
突发了心梗，差点没抢救过来，后来用上了普力
诺一氧化氮，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去年除夕，脑
血栓发作，赶紧送医院，花了好几万不说，一家人
年都是在医院过的。 今年好了，用上了普力诺一
氧化氮，各项检查指标全都合格，不用担心再去
住院了……

名人揭秘
他们说：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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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你一次远离心脑血管病
为我国 8000 万冠心病、心绞痛、高血压、脑血栓患者带来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