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天水魏氏
药业征集数百名风湿
骨病、腰间盘突出、
肩周炎、膝关节疾病
患者，在北京秘密进
行了一次“骨病拔毒”
试验，参与试验的群众
集体出现一种怪象，没
出 3 天，皮肤发青发
紫，甚至流出黄水，
临床医生称这是拔出
的风寒湿邪等毒素，所
有试验者为之一震，不
知是真是假，经调查，
现将“骨病拔毒”实验
真相公诸于众：

在试验中，魏氏药业为所
有患者贴敷一块膏药， 5 天后
揭下来，试验者患处均出现青
紫，这些患者多是长年贴膏药
止痛，即使过敏，也没出现过
这种怪象，难道这就是拔出的
风湿骨毒？

有患者怀疑，皮肤青紫是
否是色素所致，故作玄虚呢？

魏氏膏药发明人，甘肃天

水魏氏骨伤医院院长魏兆慧女
士解释道：道理很简单，用铅
笔在白纸上画，只能越描越
黑，不可能越描越白，魏氏膏
药若含有色素，皮肤青紫只能
越来越重，不可能随骨病好转
而消失，这一点聪明人一想就
明白，如果任何人检测发现魏
氏骨痛贴含有人工化学色素，
愿意重金赔偿。

同样拔毒，为什么会有青、
紫、水雾状之分呢？魏女士指出：

中医所讲毒素分四种，皮
肤发青是风毒、发紫是寒毒、
出黄水是湿毒、发黑则是邪
毒，但多数症状都不是单一毒
素所致，在临床中多表现为皮
肤发青发紫。

魏氏膏药所拔的骨毒，正
是体内的风寒湿邪。

在为期一个月的试验中，
患者共出现三个阶段的不同反
应：

1 、患处当天有热灸、蚁
爬、跳、抽、刺等感觉，有的
会瞬间疼痛加剧，其中 278 名
患者很快自感疼痛剧减，酸麻
肿胀痛消失。

2 、不出 3 天，皮肤出现

青紫， 7 天后颜色越来越深，可
是关节却变得灵活自如，195 位
中轻度患者能走 10 里路。

3 、试验过半，青紫逐渐消
退，直至消失，经检测骨质增
生、突出物消失，83 位重度腰椎
病、关节炎患者能轻松上下楼。

参与试验的临床医生指
出：与普通膏药不同，魏氏膏

药拔出的骨毒，是肉眼可见
的，刚开始颜色较清，随着治
疗的深入，体内毒素被大量排
出，皮肤颜色逐渐加重，这是
个出毒过程；当毒素出尽，皮
肤颜色也会随之减淡，直至消
失，这是个散毒过程。一句话
总结整个过程：看皮肤颜色变
化，知骨病康复进程。

都说风湿骨病是体内湿毒
引起的，好多药品也都说能拔
毒，可是多年治疗，不见有毒
排出，啥是骨毒，恐怕没人见
过。

在北京参与这次试验的患
者没想到，贴了魏氏膏药，没
出 3 天，自己就亲眼看见了传
说中的“骨毒”，患处皮肤发
青发紫，就像拔过火罐一样，
出毒同时，骨病见好，更神的

是，青紫消失，骨病自愈！
风湿骨病久治不愈，为什

么魏氏能拔骨毒、祛骨病？
因为魏氏有正规的国家批

文：魏氏于 2009 年获得最新一
批药械准准字批号 ( 2 0 0 9 第
2260012 号)。

因为魏氏有科学、权威的
验证：“国家中药新药复方工
程研究中心”通过药理学、药
效学试验，具备独特的皮肤排

毒功效。
因为魏氏应用时间长、受

惠人群多：魏氏自开办骨伤医
院以来，受惠人群达 30 万，许
多人花几百元就治好了多年的
老骨病。

因为魏氏有科学明确的定
性：解除症状，是最低标准，
魏氏的目标是：康复你的关
节，还你一个健康的关节，能
快乐工作，幸福生活的关节！

试验证明：一贴下去，风
寒湿邪排出体表，皮肤表面出
现青紫， 24 小时疼痛消失。无
论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
滑膜炎、还是骨质增生、老寒
腿、肩周炎、腰肌劳损，使用
魏氏骨痛贴出毒、散毒，深藏
体内 10 年、 20 年的风寒湿邪都
能统统清除体外，不到 100 天，
患者能跑能跳，就像从没得过
骨病一样！

腰突一夜翻身，十天下床

北京王国强，腰突 13 年，
不敢翻身，不能下床，用上魏
氏，当天止痛敢翻身， 3 天出
黑毒， 10 天能下床， 2 个月过
后，已经能干些简单家务活。

老寒腿能玩“三级跳”

长春的刘义，腿关节常年
僵硬、麻木、疼痛，险些瘫痪
在床，用了魏氏膏药，一贴拔
出毒素，皮肤变青紫，酸痛肿胀
麻消失，2 疗程就彻底摆脱 8 年
关节疼痛，敢跳敢蹦不再疼。

肩周炎为社区写板报

淄博张淑英，年轻时当老
师得了肩周炎，胳膊酸痛，平
时不敢抬过胸，不能提重物，
通过魏氏骨痛贴的治疗，半个
月症状全部消失，胳膊不酸不
痛，每天还能为社区写写板
报。

魏氏骨痛贴，由甘肃名医魏兆慧
女士通过对祖传秘方进行改进研制而
成。魏女士在甘肃和陕西开办两家骨
伤医院，单靠魏氏骨痛贴， 28 年间就
医好近 30 万骨病患者。她被称为“西
北骨王”，魏氏骨痛贴便成了有名的
“青紫圣膏”。

据了解，魏氏骨痛贴于 2009 年已
经获得国家药监局药准字批号(药械准
字 2009 第 2260012 号)并已申报国家保
密配方。

一是点穴：魏氏骨痛贴中心位置
有个磁贴片，贴敷时对准患处穴位，
借用磁力开穴，打通排毒通道。

二是用药：魏氏骨痛贴采用生
药、野药入药，劲大持久，能吸附风
寒湿邪聚集在患处，肉眼可见皮肤出
现青紫，随着出毒，颜色加深，出毒
完毕，开始散毒，颜色变浅，青紫消
失，骨病自愈。

事实证明，只要坚持使用魏氏 2 到
3 个疗程，原来趴在床上不能动的，都能
自己站起来，走出去。原来骨质增生，颈
椎病、腰椎病需要动手术的患者，会明
显感觉头晕，腿麻、走路踩棉花等症状
彻底消除，根本不用吃药，打针做手术，
尤其对天阴下雨出现的风湿老寒腿，肩
周炎、滑膜炎患者，基本都能得到彻底
根治、以后再不复发。尤其现在天气变
化，风寒湿毒极易拔出，切莫错失良机。

轻薄透气 能洗澡的膏药

魏氏巨资引进台湾高科技仿生弹
力布，对传统胶布进行了革命化升
级，轻薄透气，洗澡不用取下，不过
敏，方便舒适，目前国内罕见。

我叫魏兆慧，自幼随祖父学医，我们魏氏治骨已经传承三代，现在甘肃和陕西共开办两家骨伤医院，魏氏骨痛贴是祖上上
传下来的，后经我技术创新而成，为两家医院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不敢说治一个保一个，也敢说无出其右，作为医生生，救世
济人是我们的天职，将魏氏骨痛贴公诸于世，也是我的本分，我向所有骨病患者做出六项保证：

1 、我保证：魏氏骨痛贴拥有
国家真实药准字批号(药械准字
2009 第 2260012 号)，在药监局网站
可查询。不是普通的止疼膏药，
是真正标本兼治的治疗型产品。

2 、我保证：魏氏一贴能拔出
青紫骨毒，肉眼可见，否则回购
所有产品，不收一分黑心钱。

3 、我保证：魏氏骨痛贴绝不
添加任何人工色素，敢请人民监
督，如发现，愿重金赔偿。

4 、我保证：酸麻肿胀僵痛，
一切症状一周内好转，否则全部

退货，毫不推辞。这是两家医院
28 年来临床的真实反馈，绝不夸
大。

5 、我保证：魏氏骨痛贴百分
百诚信经营，十年不退市，不做
一锤子买卖，做骨病患者好朋
友。

6 、我保证：花同样的钱，魏
氏骨痛贴的疗效保你更满意，可
到北京、河北打听用过的亲戚朋
友，也可到甘肃和陕西两家医院
实地考查。
——— 魏氏骨痛贴发明人：魏兆慧

航天理疗服采用螺旋编织
技术，航天功能面料加工而成，穿
上它腰、腿、关节由内而外自然发
热，增强御寒能力。贴魏氏骨痛贴，
除骨痛，穿航
天理疗服，保温
暖，让你过一
个舒适温暖
的冬天。

魏氏骨痛贴用法独特，集药
疗、灸疗、经络疗法、穴位疗法
为一体，购买后请拨打电话，在
医师指导下使用。专家提示：一
贴 5 天，按疗程使用防复发！

经销地址：泉城大药店 ( 花园路与二环东路交叉路口西南角)金日大药房 ( 市五院斜对面)华东大药店 ( 大观园东图大厦北 10 米路东)大观药店(大观园东门斜对面)平嘉大药房七里山店 ( 英雄山路 79 号
汽车南站南 60 米路西)惠好大药房 ( 经六路延长线华联西邻)广济堂 ( 省中医东门斜对面)平嘉大药房连锁药店 ( 闵子骞路店、花园路店、青后小区店、王官庄店、中润广场店、历下大润发店、文西店、二七
店、伟东新都店、梁庄小区店)宏济堂药品超市 ( 大纬二路 58 号大观园商场东门对面)新华药店 ( 济微路 73- 2 4 号王官庄小区派出所对面)国营科信 ( 甸柳庄 10 1 路终点站)四世堂药店 ( 二环东路北 50 米
路东)华东大药店师范路店 ( 九零医院东 200 米路南)齐鲁大药房 ( 公交总公司斜对面)王舍人镇：聚成阁药店 ( 市立三院店、开发区店、铁骑路店、郭店店、美里湖新沙小区店)章丘：天天好大药房 ( 党校路
中段路南)建民大药房各连锁 商河：天琪大药店 ( 商中桥南路西)长清：华东大药房 ( 汽车站向南 80 米路西)济阳：开元大药房 ( 济北中学西 200 米路南)平阴：宏康保健品总汇 ( 新华书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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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病拔毒”内幕被迫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