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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证实：
长寿之乡都是“富硒区”

在我国有很多“长寿之乡”，比如广西的巴
马、江苏的如皋、河南的夏邑、广东的三水、
浙江奉化的南岙村、新疆的和田县……。这些
长寿乡有的在南方，有的在北方，有的贫穷，
有的富裕，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现象：

70、80 岁不算老，90多岁满街跑，100多岁
敢下河洗澡，很多百岁老人，耳不聋、眼不花，
至今都能穿针引线、下地干活，生活自理。

经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微量元素
学会、上海微量元素研究会、浙江大学生命科
学院长期研究发现，这些长寿之乡的水土、大米、
果蔬、茶叶里都检测出硒含量大约为 55 微克／
100 克，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5 倍多！（全国水平
8-10 微克／100 克）。

而这些长寿之乡的百岁老人头发、血液中
的硒含量，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3—5 倍，这
些百岁老人没有一例心脑血管疾病及癌症患者，
身体硬朗、思维清晰、视力也很好。

并且有卫生记录以来，这些长寿地区高血
压、糖尿病、动脉硬化、脑中风、冠心病、胃肠病、
肿瘤、肾虚前列腺、失眠、皮肤病、眼病等常
见病的发病率极低。

中国是一个缺硒大国，从东北三省起斜
穿至云贵高原，国土面积 72% 处于缺硒地带，
导致高血压、糖尿病、肠胃病、心脑血管病等
常见病高发不下。如果您有以下现象的 3 种
以上，并且有慢性病久治不愈，就需要尽早科
学补硒。
1、 经常头晕，没精神
2、 感觉免疫力下降，经常感冒、生病
3、 年龄超过 40 岁，吃饭时会咳嗽
4、 有老年斑、皱纹，感觉衰老加速
5、 容易过敏，有皮肤病
6、 经常失眠或记忆力减退
7、 患有风湿、颈肩腰腿疼
8、 夫妻生活少，感觉精力下降
9、 抽烟、喝酒超过 3 年
10、 生活在缺硒地带
11、不经常吃富硒食品
12、家族中有癌症或肝病患者
13、生活在空气较污染的城市
14、患有一种或多种慢性病超过 3 年，久治不愈
15、心脏不好、消化不好，经常有便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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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购热线 :

吃药一箩筐  不如 2 粒“硒尔康”
硒是人体不可缺少的一种微量元素，

被世界医学界公认为“长寿元素”、“生命
火种”、“抗癌之王”，能强效祛除高血压、
糖尿病、动脉硬化、脑中风、冠心病、胃
肠病、肿瘤、肾虚前列腺、失眠、皮肤病、
眼病、更年期综合症等 80 多种慢性疾病，
有效抗击衰老、创造长寿奇迹。

● 抗癌之王：临床研究证实，硒不仅
能够杀死人体癌细胞，还能够使致癌物质
无害化，比如你吃了烧烤，硒就能转化它，
使它形不成致癌物。同时激活人体内的抑
癌基因P53。人体的血硒浓度和患癌率成反
比，硒含量越高，患癌率越低。美国研究
表明，每日补硒 200 微克，癌症死亡率下
降 50%。

● 高血压、心脑血管的保护神：硒
还是心脑血管的保护神，实验表明补硒能
清除血管中的有害物质，改善动脉硬化、消
除脑血栓和心肌梗塞，同时降低血压、血脂。
富硒区的长寿老人没有一个高血压、冠心
病、脑血栓。

● 糖尿病一定要补硒：糖尿病人一定
要补硒，因为硒有抗氧化作用，起到保护、
修复胰岛β细胞，维持胰岛素正常分泌功
能的作用。最新研究发现，硒具有和胰岛
素同样的功能，也可以直接调节血糖、改
善并发症及视力模糊。

● 给你一个新肝脏：我国是肝病大国，
各种肝炎和肝硬化、脂肪肝的人众多，这
也是由于大多数地区缺硒导致的，肝脏是
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而硒能够分解体内
过多毒素、修复肝细胞。肝病患者补硒后，
肝功能都会得到明显提升，给你一个全新
的健康肝脏。

● 失眠轻松睡足 8 小时：人体缺硒
后，还会造成失眠多梦、易醒、记忆力减退，
服用北大硒尔康当晚就有效，服用3 疗程，
上床就能入睡，而且睡眠质量高。不吃安
眠药，轻松睡足8 小时。第二天精神格外
的好。

● 风湿骨病不再疼：随着年龄的增加，
体内的硒流失严重，颈肩腰腿各个关节抵
抗力下降，气滞血瘀、经络不通，稍有风
寒就会疼痛难忍。补点硒尔康浑身上下都
是暖乎乎的，多年的寒气都会被逼出体外，
颈椎病、肩周炎、老寒腿、关节炎等症一
年四季都不会再犯。

● 银屑病、白癜风好的快：缺硒还
会导致银屑病、白癜风，很多人发现自己
好好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得了皮肤病。研
究发现，银屑病、白癜风体内的血硒含量
低于正常人，补硒后银屑病、白癜风会很
快痊愈。这是因为硒是谷胱甘肽过氧化酶
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酶起着保护和影响
皮肤代谢功能的关键作用。

● 白内障、青光眼看清了：硒能提
高眼睛里GSH 酶的活性，具有防治老花眼、
白内障、青光眼的作用；随着年龄的原因，
很多中老年人体内的硒流失，容易造成老
花眼、白内障、青光眼，适当补点硒，一周
视力就有明显改善。富硒区的长寿老人们，
个个眼不花。

● 肾虚前列腺：很多中老年人一到50
岁左右，就感觉自己不行了，排尿也困难了，
这都是因为体内缺硒，肾、前列腺被过度
氧化。补点硒，立即排尿顺畅了，而且整个
人精力充沛、生龙活虎！

● 调节免疫、抗衰老：补硒可以清除
人体“自由基”、提高免疫力，具有抗病、
抗衰老的功效。这也是为什么富硒地区的
长寿老人能活到100多岁的根本原因，同时
它能防止细胞衰老和增加皮肤弹性，从而
有美容的作用。

友情提示：硒会随着年龄流失，40
岁后人体严重缺硒，容易诱发多种疾病，
硒在人体内不能自己生成，必需依靠外
源性补充。我国大部分地区缺硒，单纯
依靠食物无法满足每日 200 微克的需
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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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硒自测表》

高血压、糖尿病、肠胃病  自己治好
市民陈大爷有 20 多年的高

血压病，老伴薛大妈有糖尿病，
眼睛不好，还有慢性胃炎，老是
胃疼、胃酸，老两口相依为命，
基本上那一点退休工资全部用来
买药了。

买药吃光三个存折
老毛病却一直没好

“花多少钱咱先不说，关键病
没治好，要是能治好病，借钱给他
也行……”，提起去医院、看病买药，
陈大爷说他们老两口吃光三个存折
了，可是老毛病却一点没好。

儿女们表示，他们得的是慢性
病，大夫说这些病就是终身服药
的，连北京、上海的大医院都没有
办法。

而这一切，却因为儿子12月份
在北京参加的一场媒体活动，得到
意外改变。

科学补硒 20 年
中国康复近亿人

2013 年 12 月10 日在北京大
学举办了一场“硒与人体健康论坛”
上，陈大爷的儿子亲眼看到来自全
国各地的三高、心脑血管病、糖尿
病、肠胃病等慢性病患者，通过科
学补充北大硒尔康、硒维康恢复了
健康，比如：

江苏一位冠心病患者，连续服
用北大研制的硒尔康三个月，心绞
痛、胸闷、多汗的症状逐渐好转，
心率也正常了，原来不能干重活，现
在洗衣、做饭全没问题。

河南商丘一位 60岁老人，糖尿
病20多年，服用北大硒尔康两年多，
不仅不用打胰岛素了，药也越吃越少，
血糖恢复到5.3，浑身有劲！

北京一位老胃炎的阿姨刚服用
硒维康三个月，反酸、胃痛、胃胀
的毛病全好了， 半年后做胃镜一看，

溃疡的胃粘膜全部愈合了！
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全

国百家权威媒体的见证下，儿子才
知道硒与人体的密切关系，高血压、
糖尿病、动脉硬化、脑中风、冠心病、
胃肠病、肿瘤、肾虚前列腺、失眠、
皮肤病、眼病、更年期综合症等 80

多种慢性疾病均是缺硒造成的，我
国大部分地区都是严重的缺硒区。

高血压、糖尿病、肠胃病
自己治好

看着儿子拿回来的北大《缺硒

自测表》，陈大爷和老伴薛大妈一
测试，竟然每个人都有严重的缺硒
现象，老两口赶紧去药店买了几盒
北大硒尔康，看到药盒上明确写着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研制，老两口
放心的服用起来！

说来也奇怪，刚服用三天，薛
大妈觉得肠胃舒服多了，陈大爷也
觉得明显比以前有精神，一个多月
后，老两口一量吓了一跳！

“高血压下降了40 毫米 / 汞柱，
几近120/80 的健康值，也不头晕了！”

“血糖餐前 6.2，餐后 9.8，眼
晴明亮，看东西格外的清晰！”

几位听陈大爷介绍也服用北
大硒尔康的邻居们表示，这血压
仪、血糖仪有指标真是眼见为实，
一些有心脑血管病、皮肤病的也
纷纷表示，大有好转，两位有老胃
病的患者，已经不再服用西药，想
吃啥吃啥，身体越来越好！咨询热
线 :0731-82057626

90岁不生病  100岁不显老

科学补硒！从头到脚不生病
随着北大“硒尔康”、“硒维康”多年来的热销，全国各地奇迹一个接着一个，高血压、

糖尿病、冠心病、肠胃病等患者纷纷不治而愈。北大“硒尔康”祛疾病、抗衰老的效
果立竿见影。比如：

● 服用后 5 分钟：身体就能感受到
奇妙变化，肠胃开始变得舒服起来，精力
得到快速提升。

● 使用初期：你会明显感觉到睡得
好，胃口好，大便畅通、小便畅快，尤其
是精力变得充沛。

● 其次：抵抗力迅速提高，你很难
再感冒，腿脚有力，整个人的气色变得越
来越好。

● 最 后：你会有返老还童的感觉，
五脏六腑通体舒畅，各大器官都变年轻，
白发返黑，皮肤容颜重现年轻。血液，
血管也变年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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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力体力远远胜过同龄人，健
健康康得长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