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湿骨病发作起来要人命！站

不住、坐不稳、躺不下……

近日，一种百年祖方黑膏“老

黑贴”登陆我省，立即引发一阵骨

病“康复”热潮！

真怪！ 10 个顾客就有 9 个买

“老黑贴”， 10 个药店就有 9 个
在卖“老黑贴”。“老黑贴”甚至

被老百姓亲切的称为“中华神

贴”，山东风湿骨病患者为什么如

此认可“老黑贴”。

“骨质增生，浑身僵硬疼痛

的，现在全身都轻松了！”

“颈椎病发作，僵硬、疼痛，

用上‘老黑贴’，一贴就舒服！头

晕眼花、僵硬、疼痛全没了，脖子

活了想动就动，活动自如。”

“得了腰椎病，腿脚无力、发
麻、痛涨，贴了‘老黑贴’腰椎

痛、麻、酸、涨全拿掉，小贴不输

手术刀！”

“老风湿关节炎，疼起来不能

走，用了‘老黑贴’腿上像敷了两

块热毛巾，骨头里的湿毒被拔除，

关节不疼，走路有力，真是轻松了

一大截！”

“贴上‘老黑贴’，肩周炎说不疼

就不疼，两贴下来原本麻木的胳膊

就活络听使唤，手臂有力了。”

据老百姓反映，这种“老黑

贴”黑膏贴哪哪不疼，尤其是中老

年人，有个颈椎腰腿疼的，贴上

去，立刻就不硬不僵，不酸不疼，

非常管用。

华东药房的李经理说：“‘老黑

贴’百年老字号，一不愁卖，因为效

果好回头率特别多，平均一天能卖
900 多盒，虽然利润低赚不到钱，

但给药店增加了人气。第二，老黑

贴‘百年老字号’卖的心理踏实、

放心，顾客用了都说好，祛除风湿

骨病于无形，是看不见的手术刀，这

样好的产品哪家药店不抢着做。”

正在排队购买的张女士说：

“我们这样的低收入家庭做什么

事情都要算算账，老黑贴买三

组，还送 3 组，算起来省 2 4 0

块！跑了十几家药店，营业员都

建议我用‘老黑贴’，有这么多

药店推荐，在看看，有这么多人

在购买，产品效果肯定没话说！

我们老百姓要的就是这样有效果

的好黑膏，买老黑贴绝对错不

了，买的我放心！”

咨询电话： 0531-87929236

风湿骨病贴就好

小贴赛过手术刀
10 个顾客 9 个就买【老黑贴】，10 个药店 9 个就卖【老黑贴】

分钟叫停颈肩腰腿痛555
中国自古就有“一两黑膏，二两黄金”的说法，药

王孙思邈《千金方·骨极篇》记载土法炼制的黑膏：黑

如精碳，似手抓筋骨，热散全身，透肤而入，活淤血，

通经络，开窍透骨，疼痛肿胀立止，糜消骨刺。不少疼

痛者，难以直立，难以行走，卧床不起。贴上不多日，

不弯腰，不疼痛，行动自如，肩扛挑背，好如当初。

“老黑贴”传承中华黑膏精华，造真正中华传统地

道黑膏，已经有 500 年历史，老黑贴始终坚持深山野生

药材入药，保证地道药性和药效。“老黑贴”被誉为

“民间传奇，国之瑰宝”，真正的“无冕之王”！

老黑贴专克各类老风湿、老骨病，其特点就是透皮

吸收，祛风除湿、散寒止痛、软化骨刺，在药物作用

下，骨刺增生逐渐复原，不再压迫神经或血管。老黑贴
1998 年起，在全国 20 所三甲医院的临床实验中，经过

对 28090 名患者的长期跟踪，发现对骨刺软化的有效率

高，堪称国内真正能贴好骨刺的好药贴！

【老黑贴】国内真正

能贴掉骨刺的超效贴

感受第一贴： 5 分钟拔出体内湿毒，贴上去感觉疼

痛往外抓，疼痛、麻木、僵硬的患处立刻轻松了；

使用 7 天：关节活动逐渐灵活，腿不疼，腰不酸，

脖子灵活，肩膀不硬，全身都轻松，各种疼痛症状明显
减轻；

使用 15 天：头晕、眼花、颈肩僵痛、手脚麻木、

腰腿疼痛等消失。握物有力、走路有劲，关节活动自

如；

使用 30 天：症状消失后持续使用一周期，患处生

理功能得以完全恢复，颈椎病、腰椎病、骨质增生、风

湿病、肩周炎、坐骨神经痛等各类骨病完全康复，杜绝
复发。

祛风除湿，消刺壮骨

【老黑贴】一贴顶百贴

【【老老黑黑贴贴】】专专攻攻：：颈颈椎椎病病、、肩肩周周炎炎、、关关节节炎炎、、风风湿湿、、类类风风湿湿、、腰腰间间盘盘突突出出、、骨骨质质增增生生、、骨骨刺刺、、坐坐骨骨神神经经痛痛、、股股骨骨头头坏坏死死、、骨骨质质疏疏松松、、腰腰肌肌劳劳损损等等

济南

柳云小区
附近有位

张大爷有

电 梯 不

用，每天

坚持爬 12

层楼梯做

晨练。笔

者听到此

事，就想
去走访一

下 张 大

爷，正好在楼梯口碰到老人家。

张大爷今年 85 岁，说起自己为何

有电梯不用每天爬 12 层楼时，老人激
动不已，原来这里还有段不为人知的

故事。

张大爷说：“他年轻的时候在老

家秦皇岛，一家老小 7 口人就靠他打

鱼为生。为了生计，腿脚一天到晚浸

在水里，冰天雪地也不例外。从 40 多

岁的时候就患上风湿性关节炎，上了

年纪后，腿根本不能得力，用拐杖走

上个百来米都要休息，更不说上下楼

梯了，儿子孝顺，把他从老家接过来

享福，期间还带他到北京、上海的各大

医院看过，吃了无数药，花掉的费用加

起来也有六、七万，可一直没有好转。”

“上个月，楼上张阿姨送了几盒

老黑贴给我。她说，这‘老黑贴’是

祖方，祛除风湿骨病效果特别好。她

买了 5 个周期，结果只用了 3 个周

期，颈椎病就断了根。余下的她不用

了。” 1 “当时，我一贴上老黑

贴，就感觉关节发涨、发麻的症状就
减轻了不少，试着站起来活动半个小

时，关节也不觉得疼，几盒用完，发

现走起路来特有劲，走上百米也不觉
得吃力。我自己又去药店买了两个周

期，如今已经完全好了。操劳一生，

也没啥爱好，所以每天早上就爬楼梯

活动活动筋骨，就当锻炼。同时也巩

固一下‘老黑贴’的疗效。”

最后，笔者和老人还比了一把。结

果，张大爷到了 11 楼，笔者还在 6 楼。

张大爷说骨病老不好的患者都该
试试。

电话： 0531-87929237

历经磨难 40 年风湿性关节炎，一贴就好———

八旬老人爬 12 楼当晨练

“老黑贴”百年老字号

效果真的没话说！

8 年来，

长 清 的 吴 师

傅，一直在外

地跑运输，钱
赚到了，但颈
腰椎疼痛越来

越严重，去年

开始，脖子和

腰 椎 像 上 了

“紧箍咒”，

头都扭不动，

酸胀、头晕、

失眠、注意力不集中， 2 年不敢开车了。

财路断了，吴师傅非常着急，吃药，

打针，用颈椎治疗仪，效果都不明显，回

到老家后，父亲把自己用的“老黑贴”给
他贴了两贴， 1 支烟没吸完，他就觉得疼

痛“嗖嗖”往外抓，人一下子就舒服了，

两贴后，吴师傅换贴，他扭着脖子乐呵呵

的说：“这老黑贴”真神了，比上千元的颈椎

治疗仪都管用。半个月后，吴师傅的头用头

晕失眠等症状全没了，浑身都轻松，用上 3

周期“老黑贴”，他又走上了发财之路。

颈腰椎痛断了

吴司机的发财路
奇贴当场止痛，比千元治疗仪都管用

时间锁定：10 月 14 日-10 月 16 日
仅限 3 天，活动结束，立即恢复 19 元！

【老黑贴】咨询热线：0531-

87929236 87929237

济南老黑贴经销地址：

华东大药店(大观园东图书店北 30 米路东)
泉城大药店花园路店
(花园路与二环东路交叉路口西南角)
大观药店(大观园东门斜对面)
金日大药房(市立五院斜对面)
平嘉大药店(二七商场一楼)
广济堂(文化西路省中医东门斜对面)
真正大药房(甸柳庄天隆浴场对面)
济泺路金日大药房 (成丰桥向北 50 米路东 )

师范路华东大药房(90 医院东 200 米)
新华药店(济微路王官庄派出所对面)
颐和堂药店(大观园东南角、建行对面)
颐和堂高新区店(贤文庄站牌旁)
颐和堂济钢店(济钢菜市场门口)
聚成阁大药房 (市立三院门口，开发区店 )

一笑堂 (历山大润发西 200 米路北 )

马鞍山建联分店(马鞍山路56-5号，新世界商城对过)

郭店：益健堂医保大药店(郭店大十字路北邻)

孙村：益健堂医保大药店 (镇政府西邻路东 )

章丘：健民药店(百货大楼西 300 米)
长清：恒济堂(长清汽车站南100米鸣泉嘉园对面)

华东大药房（汽车站向南 80 米路西）
济阳：馨祥堂(好又多超市对过)
商河：天琪大药房(商中桥南邻路西)
平阴：宏康保健品(县新华书店北邻)

泰安：永春堂永宁药店（ 0538-6877906 ）
(校厂街中段苏宁电器北 50 米路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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