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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寿命已经增长到了令人满意的程度。但是人类的梦想并不单纯在于

活得久，而在于活的质量。现代人寿命延长的同时也被现代更多的疾病困

扰。尽管医学迅猛发展，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癌症等疾病给我们带

来的痛苦也在增长。因此，一些外国医学者认为现代医学单纯注重长寿的

发展方向应当转变。

我一生致力于韩医研究。韩药材有可能是身边的一株草，如果我们懂得

怎样使用它，它会奇妙地调和身体，治疗一些可怕的病证，这是我亲身体

验过的。众所周知有些难治病一旦得上，一辈子摆脱不了，现代医学对此

束手无策。但其中很多病能够通过韩医学或自然医学提高人体自然治愈率

的方法得到治疗。我们身体原有的自然治愈力即抵抗力增强时治疗才能实

现。顽症与其说只是身体的特定部位病变，不如说是与病变的身体有直接

或间接关系的全身的不协调而致。这并非全盘否定现代医学的有效治疗，

只是从疾病治疗方法来讲，韩医学具有更加有效治疗顽症的长处。

以韩药材中毒性很强的附子、硫磺作为主药，混合其他药材，可以迅速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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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愈疾病，40年前我曾亲身体验过。但是因为附子和硫磺的强毒性，一般

情况下它们无法被广泛使用。韩医有句话说会开附子的处方才是名医。附子

是一种宝药，治疗上用途极广，可是毒性也极大。日本人早就了解到附子的

用途，通过无数的试验和研究已经将附子的毒性降至几乎为零并广泛用于治

疗。如果不完全去毒，无法大剂量使用附子，顽症治疗必然受到限制。

传统韩医学有其去毒方法，但很有限。本人致力于研究附子无毒化处理

并获得成功。其安全性与药性曾数次被庆北大学和首尔大学临床实验等证

实，最近获得国内外专利和食药厅许可。我毕生的研究结出了果实。整理

并留下这期间我对骨仁所做的研究材料，希望对后辈及现在仍遭受病魔折

磨的患者有所帮助。

山清 智异山脚 发明者   权  载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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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毒，拯救我们的身体
	 -	我们身体内的毒素是万病的根源

	 -	应该先排毒，再营养

现代大部分疑难病的产生并不是因为体内缺少什么，而是因为体内无数

化学制品、重金属等毒素或体内代谢产物的原因。因此大部分现代疾患的

治疗应把重点放在排除体内引起疾病和妨碍恢复的因素，而不是加入某些

物质。

各种成人病和不知原因的人体症状都是由于体内存留的环境荷尔蒙、重

金属等毒素或因饮酒、吸烟、快餐、压力等因素及体内代谢产物不能有效

排出而致。因此治疗的关键在于去除身体里诱发疾病、影响恢复的毒素，

即让身体干净。

我们体内负责解毒、排毒的主要脏器就是肝脏和大肠。肝是“人体的化

学工厂”，它在合成身体所需的各种物质的同时，把合成时产生的副产物

即废弃物和毒素通过胆汁排到十二指肠。

毒素从肝到肠管，正常的话通过大便排出体外。但是如果大肠不能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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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毒素则无法被排出，粪便在大肠内滞留时水分被再吸收，如此恶性

循环。 

为了正常排出这些毒素，肝和大肠要同时排毒。排毒的同时净化了身

体，免疫力得到提高，身体得以恢复，体质也会改变。

    

如何提高患者的免疫力是治疗所有疾病的关键所在。一般来讲，降低免

疫力的主要原因是大量的毒素。用显微镜观察癌症患者和艾滋病患者的血

液，可以发现他们的血液因毒素变得异常不洁净。以癌症为例，治疗的着

眼点应放在“怎样使不洁净的血液恢复至健康状态”，而不是怎么对付肿

瘤块儿。所有人体细胞依靠血液提供的营养生存，排出血液中的废弃物则

能够维持健康。这样一来，新陈代谢顺畅，疾病也无立足之地了。

因此排除体内毒性物质、增强免疫系统能力是预防和治疗包括癌症在内

的各种疾病的核心。污染物质的净化和解毒可以说是治疗的出发点。体内

毒素被排除后，我们的身体一定会复原。“解毒疗法”就是通过排除体内毒

素净化身体、提高免疫力和自生力从而达到预防和治疗疾病目的的一种治

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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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仁

本药以硫黄为主要成分，混合附子、云母、白矾而成，其中滋补成分硫

黄和附子经无毒处理。此药经三代刻苦努力开发而成，被用于酒精中毒、

毒品成瘾、各种药物和重金属中毒。经首尔国立大学医学院、庆北国立大

学医学院及LA戒毒中心、以色列医疗中心临床试验验证并于1991年被报与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在国内、中国、日本、美国等国家获得专利。

据东医宝鉴记载，主成分硫黄“性大热、味酸、有毒。强筋健骨、增强

性机能，治脱发、腰肾久冷、生殖器寒症、腿寒无力及皮肤病。”

硫黄主要存在于指趾甲、毛发等角质部，在体内主要起解毒作用。是合

成胶原蛋白的必需成分（缺乏时会导致蛋白质代谢障碍及以硫黄为必需成

分的头发、手指、脚趾、骨骼等发育迟缓、皮肤弹性下降）。硫黄不仅具

有滋补壮阳功效，还具有神秘的解毒功能。能够解决正在成为癌症及各种

疑难病症原因的现代污染（重金属、有毒物质、尼古丁和其它化学毒物）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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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子性大热，壮阳、治手脚寒凉。

•云母补肺下气，益精、明目、安五脏。

•白矾具有优良的杀虫解毒作用，消痰除废、治女性阴部疾患。

解毒丸的适用症

1.	肝脏解毒

 对酒精肝（G.G.T）和脂肪肝（T. G）效果显著，还用于治疗酒精造成的

手颤症（手颤抖的症状）。喝酒前后服用时，解毒效果明显，缓解醉酒

及后遗症，使头部清爽。

2.	排肠毒（慢性便秘）

长期便秘因腹部寒凉而起，本药材性热，坚持服用可治本。

3.	妇科病

痛经、月经失调、不孕不育等所有寒症造成的妇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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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慢性胃肠道疾病

 剂量应根据体格来调整。神经敏感和体瘦者一次宜少量服用（约7-10丸），

以后逐渐增加剂量。

5.	肥胖

需3-12个月长期服用，配合运动更好。比一般人剂量稍大些更好。

6.	食物中毒

 因食物中毒产生的胃痉挛、腹泻和红斑在一次服用后99％可以治愈，预

防食物中毒。

7.	毒品（药物）成瘾者（服药治疗期）

 1年患者（服用1-2个月），2-3年的患者（服用2-3个月），5-6年的患者

（服用6个月以上）。基本没有撤药症状。根据情况，剂量可以增至平时

的3-4倍。

8.	天然气和农药中毒

 各种气体和农药中毒者服用200-300丸左右散剂后，毒性会有不同程度的

缓解，患者苏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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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新陈代谢

 本药可广泛用于排除药物毒素和重金属毒素，以及通过促进排出体内五

脏六腑的非生理性体液（TG： 脂肪肝高脂血症，UA：尿酸）清洁血液

并进一步被使用于预防、治疗糖尿病和高血压。

本药物的特点

•�此药不被身体吸收，与毒素和废物一起通过大小便排出，因此不会成

瘾，长期服用可以获得更好的效果。

•促进新陈代谢、增进血液循环，壮阳、暖下焦，增强机体免疫功能。

•治疗各种药物与食物的重金属中毒。

注意事项

服用时会有一段时间的腹痛与腹泻，数日内自然消失，这是为了去除宿

便，此过程中常伴有恶臭并经常排气。间或会出现皮肤红斑和硫黄过敏反

应（腹痛厉害或出现过敏反应时可减少剂量（5-10丸）直至上述症状消失

后再逐渐增加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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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

•成人：1日2～3次，１次5～30丸		(一般人第1次服用时1次10～15丸)	

(虚弱人第1次服用时1次５～1０丸)

•儿童：3岁以下(1～3丸),5～7岁(3～5丸),10～15岁(10丸左右)

主要成分

1.	硫黄

黄色非金属矿产，有毒，不溶于水，

燃烧时有火花。火柴、火药、硫酸、染料、农

药、杀虫剂原料。无毒硫黄可服用。硫黄治病

历史悠久，是古代中国治疗万病的名药“金

丹”的主要成分。

据“东医宝鉴”记载，性大热、味酸、有毒，祛邪、强骨，治腰肾冷、

腿冷痛，有利于伤口愈合，治秃头、疥疮、癣。

硫黄是构成人体14种元素（氢、氧、氮、钠等）中的第八大元素，存在

于骨骼、皮肤和毛发。

近年来，硫黄神秘的解毒功能受到世人瞩目，它能保护人类远离重金

属、化学物质、农药等威胁人类健康的污染。

▶	硫黄的原石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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葱蒜中所含有的硫黄成分具有解毒、杀菌、消炎的功能，能够洁净身体

内部，提高免疫功能。此外，硫黄温泉可治疗皮肤病，原因在消除皮肤表

面积累的有毒物质。美国等国家在替代医学医院将硫黄作为抗癌药或消炎

剂、止痛剂、风湿药及抗抑郁药。

硫黄用于医药时纯度应高于99.5％，自古以来有很多关于去除硫黄毒性的

研究，但完全除毒有很大难度，并且方法十分繁琐，难以普及。但传奇人

物名医仁山金一勋（1909～1992）通过给动物中排毒能力最强的鸭子喂食

硫黄从而去除硫黄毒性的硫黄法制（法制：自然采集的药材经炒、煮或与

其他药材混合使其药性增强的韩药制药法）成功后硫黄作为“吃的药”被

广泛使用。

无毒硫黄能够分解有害物质，活体去毒，提高身体各个机构的免疫功

能，可用于保养和癌症治疗。

另外，身体内的硫黄能促使氨基酸与维持皮肤弹性的胶原蛋白(collagen)

分子结合，使老化的黑色皮肤变白，增加皮肤弹性与光泽，被誉为“美容

矿物”(beauty mineral)。

2.	附子

附子自古有“疑难杂症的郡王”之称。会用附子这一种药便可成为名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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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附子与硫黄、砒霜共同被

称为韩方3大剧毒药，毒性极

强，少量服用即可致命。历史

电视剧中出现的赐药就是水煎

附子。附子的“热性”是人参的

50倍。 

这种特性使附子成为将冷体质变成温体质的唯一韩药。附子不仅是治疗癌症

的特效药，还能够减少癌症患者的痛苦，对治疗毒品等各种药物成瘾效果显著。

骨仁丸的发明者权载雨青年时期鸦片成瘾后被治愈，治疗药物的主要成

分是附子。然而附子的剧毒被去除后才能作为药物使用，这是非常难的。

权载雨通过持续的试验发现去除附子毒性时需要一定数量的硫黄。他以附

子和硫黄为主要成分，混合云母和明矾，经热处理后，成功制造出最好的

纯韩药排毒剂骨仁丸 。

3.	云母	

补肺下气、益精、明目。

4.	白矾

具有优良的杀虫解毒作用， 消痰除废、治女性阴部疾患。

▶	附子致死量为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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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者（民间医学家，被西医学认可的“骨仁”开发者 ）

权载雨（1931年至1998年），出生于庆尚南道山清，

民间医学家。1950年（当时20岁），因鼻窦炎手

术后遗症引起的神经痛难以忍受而吸食鸦片。

父亲权琪焕（韩医生，在大丘经营光明堂韩药店，1960年

去世） 使用以附子为原料的药物为唯一的儿子戒毒成功。

但遗憾的是，使自己痊愈的这种药物却因各人体质不同呈现出不同的治

疗效果。 权载雨呕心沥血，以狗和自己的身体为对象进行了无数试验，终

于在1965年开发出任何人都可以服用的安全有效的戒毒药“骨仁丸”。

权载雨在鸦片成瘾时，想吸食鸦片的欲望侵入骨髓。“骨仁”的名字就

是仁慈地治疗这种难以忍受的刻骨诱惑的意思。

此后30多年的时间里，通过对600多名毒瘾患者的1000多次药物治疗和

国内外众多注册机构的临床试验，骨仁丸的药效为世界所认可，并获得韩

国、美国、日本的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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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戒毒药的执著人生

庆尚南道山清郡坐落在智异山东部山脚下，

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一个韩医根基深厚的地方。

智异山山清谷深，附近能够采集到各种优质韩

药药材，可以说是天赐之地。民族医圣许浚先

生就是在山清郡新安面龙见村修炼医术，他的

老师柳义泰也在山清郡行医。他非常欣赏许浚

的能力和行医态度，临终前多次嘱托许浚要终

生行医，并且自己结束生命让许浚进行解剖。

老师杀身成仁后，许浚对尸体进行了解剖，而

后向天发誓“日后决不后悔成为医生、决不懒

于救人、决不以医药医术谋求金钱和名誉。

今天的山清仍然是饱负盛名的韩医之乡，原因是住在山清郡丹城面城内

▶	制药过程中，药量准确与否
至关重要。权载雨正在秤药

骨仁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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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民间医学家权载雨（采访时63岁）。权老早就在癌症、椎间盘突出、

癫痫、高血压等疑难杂症的治疗方面建树颇多。此外，利用天然药材开发

药物治疗疑难病症的的热情也非比寻常。特别是他开发的戒毒药，效果显

著，且经国内外屈指可数的研究机关所确认，并于1991年报世界卫生组

织，令世界医学界震惊。

我去找权老时，他正在整理满院子的戒毒药。他说他给这个戒毒药取名

“骨仁”，意思是仁慈地治疗侵入骨髓之毒。在开发这种戒毒药的过程中

及药效被证明之前，他历尽曲折，他的医术人生充满执著与泪水。

世界屈指可数的医疗机关认可其药效

认可骨仁效能的医疗机关有：首尔国立大学医学院、庆北国立大学医学

院、美国洛杉矶戒毒中心、以色列戒毒中心等。这些机关经临床试验确认

此药的效果优于目前任何一种戒毒药。特别是美国洛杉矶戒毒中心在1989

年临床试验中5名慢性可卡因成瘾者和4名海洛因成瘾者在3~4天内得以好

转，5天内症状全部消失。骨仁由此获得国际性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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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骨仁临床试验结果进行分析的各种研究报告都一致显示“骨仁从根源

上除毒，所以撤药期（撤药期是指毒品成瘾者在戒毒时出现极度痛苦，一

般７２小时内丧命）痛苦轻微。此外，上瘾性、副作用、以及毒品诱惑完

全消失，愈后同正常人一样。5天左右的药物治疗使数十年慢性毒品成瘾者

痊愈。骨仁，是一种划时代药物。”

传统医学的丰碑，令传统医学的伟大性为天下所知

与目前为止的任何戒毒治疗相比，效果都是超乎想象的。迄今为止的戒

毒方法有：逐步减少毒品摄取量、用另一种毒品美沙酮替代、使用抗精神

病药物氯丙嗪等。可是都效果甚微，无法解决重度成瘾和撤药期的极度痛

苦反应。在这种情况下，骨仁如人类的救世主，它向全世界宣告了我们传

统医学的伟大。

权老发明戒毒药的动机要追溯到1950年。当时他20岁，住在大丘。3月因

鼻窦炎住进庆北国立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手术后遗症导致严重的关节神

经痛，为缓解痛苦，急切之余开始接触鸦片，成为鸦片成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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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韩药戒毒10天后远离鸦片成瘾

他的父亲权琪焕（1960年去世）此时在大丘达城公园药田巷经营韩药

店，父亲按照《东医宝鉴》等韩医书上记载的毒品成瘾治疗方法，开了一

副以附子为主要成分的韩药方。他吃了10多天以后，摆脱了毒品成瘾。

权老的先父毕业于普成专业学校，坚持亡国不可做官的信念，归隐家乡

山清。因韩医方面造诣颇深，光复后在大丘开了家韩药店。特别善于治疗

神经痛和肝脏疾病，全国各地的患者慕名而来。关掉韩药店回到故乡山清

后仍不断有患者慕名而来，他的家也就成了韩药店。

当时不只他的先父，所有从医者都是用自己的知识为病人服务，而现在

则截然不同，医术成为赚钱的手段。以前患者按自身情况表达诚意即可，

非常有人情味儿。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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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毒品成瘾被治愈后埋头于开发戒毒药

在父亲的韩药店学习韩医时，有感于自己的毒品成

瘾被附子治疗得一干二净，他决心开发戒毒药，正式

开始临床试验。当时正处于战争时期，医药秩序混乱，

没有像样的镇痛药，鸦片泛滥，毒品成瘾者数不胜数。

他花了2年多时间寻找患者，按照父亲的办法给毒品

成瘾者进行药物治疗，可是有的见效，有的没有。

更大的问题是附子自古以来是皇帝赐死时使用的剧毒

药，无毒处理成了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

“只有通过科学的方法才能开发出效果理想的药物，他开始用狗做试

验。附子毒性太大，很难用人做试验”。

    

他夜以继日地用自己的方法对附子进行无毒化处理，然后不停地后给狗

喂食。有时逐渐增大附子量直至狗倒下，有时事先准备好附子解毒剂然后

给狗服下。狗试验结束后，在自己身上做试验，观察服用后的人体反应。

试验次数之多以致不同情况下人体的细微反应全部了然于心。由于试验过

程中的错误药物被扔掉的情况也数不胜数。

经过三年多的“狗实验”和无数的曲折，最后终于采用热处理方法成功

▶	为开发戒毒药
				亲手处理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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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附子无毒化处理。并且加入硫黄和云母，进一步提高了药效。

   

 后来，他成功治疗鸦片成瘾者六百余人，1962年左右，他对自己所开发

的戒毒药的疗效确信不疑。

开发了戒毒药，但是因没有学位而受到歧视

骨仁的疗效从60年代起被确认，但直到1991年才被报与世界卫生组织并

为世界所关注的原因仅因世人无知，只认“招牌”。世界性研究机构都未

能开发出来的戒毒药，被一个连博士都不是的无名民间医学家研制成功。

就是这样简单的一个理由使得世人认为这是一个不可信的荒唐无稽之谈。

从60年代以后到骨仁为世界所关注的30年蹉跎岁月，他历尽艰辛、饱

受煎熬，不仅奉献出自己的青春，家庭也从富裕走至贫困。遭遇过各种冷

遇，被人看作疯子，还差点儿死于心绞痛。

“自从我通过临床试验证明了骨仁的药效就致力于将它大众化，利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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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解救众多的吸毒者。但这必须有注册医疗机构的临床试验结果，所以我 

在1964年找到当时的庆北吸毒者收容机关大丘市立医院去进行临床试验。当

时的精神科主治医生潘守敬博士无论如何不肯相信我。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软

磨硬泡，终于获得了梦寐以求的临床试验机会，对象是21名吸毒者。

大丘市立医院21名吸毒者被治愈

潘博士被这个34岁青年的执著所感动，允许他进行临床试验。但是为

防万一，潘博士跟他一起熬夜三天，观察病人。开始患者们担心有生命危

险，拒绝服药。在他答应和患者住在一起，如果出现撤药期症状马上为他

们注射毒品以后患者才同意服药。就这样好不容易结束了第一次临床试

验，效果令人满意。患者无一例外，全部治愈。他的临床试验结果证明骨

仁具有卓越的戒毒治疗效果。

但事情并未结束。“韩药是非科学性药物”的认识像一道墙挡在他的面

前。大丘市立医院临床试验的成功并没有使国内医学界认可他的成果。因

此他想不管国内还是国际，想要被认可、制成成药出口到世界，一定要得

到首尔大学医院的临床试验结果。因此1966年他再次委托首尔国立大学医

学院进行临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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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先父朋友前国会议长李孝祥介绍找到首尔国立大学医学院精神病科

科长南明锡。可是他听到我说可以用韩药治疗毒品成瘾者后，认为毒品成

瘾可治的说法本身就是无稽之谈，然后再不理我，不管我如何请求。那天

只好无功而返，在首尔站前面找了一间旅馆住下，第二天又去，态度依旧

冷淡。之后的五天我每天都去，出于无奈，他告诉我医疗法规定，除了吸

毒人员收容所，其他地方不能进行毒品成瘾治疗。”

首尔国立大学医学院的108人证实效果

他马上找到保社部（现在的卫生福利部）有关负责人，再三重复此良药

应为世界所用，保社部终于召开听证会，结果获得一致通过。1966年6月27

日，保社部发布长官令临时措施法（保药务1443250055）。并且得到首尔

市警的合作，缉拿108名吸毒者在首尔大学医院进行治疗。

“临床试验结束后，骨仁的效果得到确认。曾经非常冷淡的南明锡极力

称赞说‘这是汉江的奇迹，是上帝的礼物’”

当时负责实验的金光日（采访当时汉阳大学医学院神经精神科）教授报

告称，在治疗昏迷、幻觉等毒品成瘾症状方面的效果是当时最好的药氯丙

嗪的两倍多。但仍有部分科学药理作用有待进一步阐明。（现代医学第５卷

第１４号１９６６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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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酒精、农药、瓦斯中毒也有效

有待进一步阐明的部分是证明肝脏的

解毒作用。这需要1/15000的电子显微

镜才能进行。但在1966年，国内没有

这种显微镜，想要做医学性证明就得去

美国，可他没有这个能力保社部的听证

会、临时措施法的颁布、市警的合作、

以及首尔 大学的临床试验让权老花费了

4000万韩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权老再次卖掉了收购不久的制宪参议员徐相

日的房子。此房当时在大丘是屈指可数的豪宅之一。但是他一点儿也不觉得可

惜，因为首尔大学医院临床试验获得成功，权老回忆时说。

此后，骨仁在酒精中毒（最新医学第17卷第8号1974年）、药物中毒、煤气中

毒（中央医学第30卷第5号1976年）、农药中毒、食物中毒方面发挥效力的临床

研究论文不断发表，成果进一步扩大。

综合权老的临床资料及论文，慢性酒精中毒者服用骨仁2-4个月，每次30丸，

可缓解手颤证、肠出血、脂肪肝。大量饮酒之前或之后，服用骨仁20-50丸可解

除过量饮酒后的宿醉及头痛。

▶	权老正在为椎间盘突出、
				关节炎患者做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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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药物中毒患者服用1-2周后，再发症状和后遗症消失。过度服用类固醇引

起的浮肿也消失。

煤气中毒时将300丸骨仁粉碎、冲水、经口送下，患者15分钟后苏醒且无后遗

症。农药中毒的情况：给狗喂食鼠药至狗将死时，将300丸骨仁粉碎、冲水、经

口送下，狗15分钟后苏醒。食物中毒30分钟以内服用骨仁，胃痉挛、腹泻、红斑

等99%可治愈，24小时后服用时治愈率80%。

还利用砒霜开发癌症药物

1972年他设想成立制药公司将骨仁商品化，

可是因商业前景看好，被试图占有公司的

股东所骗以致旧病心绞痛复发，在关键时

刻放弃了这一梦想。此事实在令人愤慨。

1973年心绞痛好转后他又重新

开始研究戒毒药，同时利用砒霜

研制治疗癌症的药物，但再次遭

遇试炼。

为进行临床试验，他亲自服用砒霜药，但是由于砒霜没有完全除毒，他

中毒致半身不遂达数月之久。

“对72倍于致死量的砒霜进行无毒化处理成功后，我将其使用于癌症治

疗。此药及其危险，因此制成后先给狗吃一粒，没事的话我服用，然后让

▶	骨仁的效果被国内外屈指可数
				的研究机构认可，1991年被
				报世界卫生组织，	从而引起
				国内外舆论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骨仁  23



患者服用。可是有一天因为太忙，忘了先让狗吃，我就吃下去了，吃后头

仿佛被智异山一样沉重的东西砸了一下儿就晕倒了。”

砒霜无毒化失败。他无法呼吸、吐血，这时旁边的妻子抓了８把骨仁放

入他的口中才保住性命，可是到现在他的一只胳膊还有麻痹症状。

尽管现在他以戒毒药开发者广为人知，但是过去他也善于治疗包括癌症

在内的各种恶性疾病。他以砒霜和附子为主治疗癌症的方法“很灵”，家

里总是门庭若市，患者无数。可是，因没有行医执照还被告发过。后来到

九老洞开了一家韩医院，患者多到需带领6名韩医生工作的地步。

咽喉癌患者两个月痊愈

当时的情况可以通过住在首尔弥阿里的白旭铉（音）（采访时60岁，

男）得到一定程度的了解。白旭铉的先父患咽喉癌25年，濒临死亡，不能

说话也不能吃饭，尝试过各种治疗，也使用过无数药物，可他的病毫无起

色。但是服用权老的药两个月后，咽喉癌处变红，粉红色的血液像汗一样

冒了一周，冒完后病就没了。他的先父在咽喉癌治愈后又活了12年，72岁

时终老。据他说，当时因癌症、肝病、药物中毒等来找权老的患者无数，

很多患者奇迹般痊愈。

权老在1973年砒霜中毒后一直没有再进行砒霜试验，但他说从明年再重

新开始研制砒霜药来治疗癌症和其他难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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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砒霜对肿瘤有奇效一样，因癌症也是肿瘤的一种，所以我认为附

子中加入砒霜也能使癌症融化。为了这个目标，我研究砒霜无毒化。有一

天我把这个想法跟核医院李光九医生说了，他惊讶于我是如何知道的。据

李博士说，世界卫生组织分析了世界上3万多种物质后发现能消解癌症的有

附子、砒霜和卤盐。”

为证明解毒能力耗尽所有财产

总之权老在砒霜中毒后以坚强的意志再次站立起来。这次他加紧进行对

附子的一项新研究。1975年5月，庆北国立大学医学院精神科李时亨（采访

时，高丽医院）博士引入一个1万5千分之1的电子显微镜，权老一心想利用

它证明骨仁的戒毒效果不是一时的静稳作用，而是肝脏解毒功能的结果。

但此时他遇到新的障碍-家人的反对。

    

“做药品实验、开制药公司、千旦粮户的家产被消耗一空，甚至差点儿

赔上自己的性命。从此我再说想做什么事家人都举双手反对。无数次劝我

经营一家韩医院来维持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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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那时他已因临床试验费用耗尽所有家产且债务如山， 在月租房辗

转、境地凄惨。周围人都把他当成疯子，为医药试验荡尽家财。为了筹措

试验费用，他求助朋友，可是朋友们都已被家人告知他是个半疯的人，不

能借给他钱。但这都不能使他放弃证明骨仁的价值，最后他卖掉了首尔有6

个韩医生坐诊的韩医院，勉强凑够了钱。

证明不是暂时的静稳作用，而是完全解毒

在权老的再三恳求下，庆北国立大学医学院精神科李时亨博士终于接受了

进行临床试验的请求。试验结果是：骨仁的戒毒功能是通过肝脏细胞具有排

毒、解毒功能的肝细胞核糖体的增加来完成的。他的执著终于有了成果。

曾经梦想创立制药企业的权老在家人的反对缓和之后，一边坚持积累毒

性试验和临床试验数据，一边加紧骨仁的商品化进程。这个时候，接受了

正规韩医教育的二儿子哲铉开始帮助他。

1989年美国洛杉矶查尔斯·安德鲁戒毒中心等传来消息称，5名可卡因成

瘾患者和4名海洛因成瘾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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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得到治愈。接着以色列戒毒中心也发来类似消息认可骨仁的治疗效果。

巴基斯坦医生亲自来韩取走骨仁并且得到了同样的临床试验结果。

目前他正在山清郡乡里利用零散设施制药。去年1991年9月，他委托庆北

国立大学医学院神经精神科姜秉祚教授撰写骨仁的综合性临床报告，并发

送给世界卫生组织。1991年12月11日老人邀请国内105个国家的外国使馆工

作人员和国内外记者在首尔新闻中心举行了学术发表会。

30年的执著终于让骨仁在世上崭露头角。据非正式纪载，3700多人通过此

药重见光明，据正式纪载，150人开始了新生活。特别是1991年发布综合临

床报告后，全国吸毒者云集，国家警察也将缉捕的吸毒者送到他那里戒毒。

构想毒品预防公益事业

在骨仁为世人所知以后，国内领先制药公司及一些美国制药公司欲出巨资购买

骨仁的生产秘方，然而都被他拒绝了。这是因为他希望将骨仁无偿提供给人类。

权老计划未来还要以美国各地的150名吸毒者为对象进行临床试验，以

得到世界的完美认可，而后创立“世界毒品预防协会福利基金会”（暂定

名），联合世界各国的毒品预防协会，在各国慈善机构与福利财团的帮助

下，向吸毒者免费提供骨仁。为此正在和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

本、意大利、加拿大及联合国秘书处进行事前接触。他立志打退亡国病的

决心得到各方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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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子、硫黄、云母、白矾等材料制成

   目前，他制造骨仁时所使用的天然材

料是经热处理的无毒附子（4mg）、

硫黄（400mg）、云母（20mg）、

明矾和硅酸盐等。

还有几种他没有公开的天然药材。

与 其 先 父 所 研 制 的 戒 毒 药 比 较 的

话，先父的药使患者在痛苦中慢慢

痊愈，而他的药使患者无痛迅速痊

愈，特别是致死量为4mg的附子的

热处理无毒化方法是他历尽艰辛得到的秘方。据1966年6月1日首尔国立大

学药剂医学院生药教室所做临床试验显示：体重60公斤的人一次最多服用

900克没有任何异常。

权老不仅做戒毒治疗，而且精于椎间盘突出和关节炎治疗，很多患者慕

名求医。他为椎间盘突出和

关节炎患者开的药方是骨仁与镜面朱砂所制的万治丸及天然药材所煎制

的再生汤。

▶	各种药材混合而成的骨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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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于椎间盘突出和关节炎治疗

“椎间盘突出和关节炎治疗的秘诀也在于附子。在药中加入附子后神经

系统和软骨组织得以恢复。问题是怎么去除附子的毒性使之能大量使用于

人体。”

权老说，结核性关节炎的用药量要达到附子致死量的七倍才能使软骨

再生，关节部分肿胀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用药量应达到附子致死量的10倍，

慢性关节炎应该达到致死量的10倍。但是骨骼发生变形、软骨组织已经受

损、存在并发症的严重慢性患者自己也无能为力。

服用他的药物的椎间盘突出和关节炎患者中20％左右出现瞑眩现象。瞑

眩现象是使用药物后在一段时间内病势加重的现象。据权老说出现瞑眩现

象的人治疗效果更好。

“有些人出现瞑眩现象后打电话骂人称病不仅不好，反而更严重，说我是

骗子。瞑眩现象大概在一个月以内出现，80％的人没有瞑眩现象逐渐恢复。”

他对椎间盘突出和关节炎的治疗也有不亚于治疗戒毒的自信。采访期间

真的遇见许多在他的处方下得到恢复的椎间盘突出和关节炎患者。大致总

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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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罗北道群山罗云洞的申常来（音）（采访时36岁、男）

	两年前提重物时腰部扭伤，不能直立，只能爬，这期间吃了很多药，又

	针灸，但收效甚微。现在服用权老的药已经三个月了，以前的刺痛感没

	有了，不用手能站起来。

◐ 庆尚南道山清郡远地面的闽正镐（音）（采访时35岁，男）

	他的岳母今年67岁，三年前伤了腰。后来腰弯成60度，躺着也伸展不开。

	前年夏天吃权老的药吃了1个月，现在躺着的时候也不疼了。

◐ 晋州道立医院后面开泥鳅汤店的50几岁女主人

		她盖房子时从高处摔下受了重伤。平时腿瘸，腰疼而且直不起来，现在使

		用权老的药第3个月，虽然没有全好，但疼痛减轻了不少。

权老治疗吸毒、椎间盘突出和关节炎等疑难杂症时使用的主要秘方是附

子。附子自古就与川乌、草乌并称韩药三大剧毒药，用量过度会致命，一

般韩医生不愿使用。使用的话，要将附子放在水中泡至不硬，然后放入黑

豆与甘草煎煮至熟，晒干后使用，而且是极少量。尽管如此，他之所以能

大量使用附子全在于他在附子无毒化处理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及无毒化的成

功，这当然无需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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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句话：“对医生来说人参和鹿茸是

善药，附子是疑难病症药，是药之君王”。会

用附子的韩医生才是真正的名医。这是因为附

子一方面药效奇佳，另一方面毒性极强，用不

好的话不仅不能救命，反而能夺命。附子是

具有杀生之权的御用药，用得好的话不需使

用其它许多药。

附子是药中之王

权老现在正在努力进行一场新的医疗革命，

即探索利用毒品治疗疾病的可能性。

毒品成瘾者没有病，只是有肺部疾病或因生

活紊乱而营养不良。他曾经治疗过无数吸毒者，

发现他们中很多人服用毒品是为了忘记原来

疾病的痛苦，可是在服用过程中原来的病不

知不觉好了。甚至在服用毒品两三年内癌症痊

愈的人也有。

他认为原因是快乐时没有大病，即使有大病，

在快乐中人体的自然治愈能力也能使病好转。

毒品带给人的快乐感足以提高人体自然治愈能力。

▶	位于首尔祭基洞庆东药材市场
				内的骨仁制药株式会社

▶	继承权老意志，正在生产骨
				仁的代表理事权进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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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谨慎地表示：只要能准确使用毒品，就会发生一场新的医疗革命。并

且因为戒毒药的存在，完全可以尝试。权老的热情和干劲儿不减当年。

生活小贴士	清洁血管

1.	多吃富含纤维的食物

     食物纤维阻止脂肪被肠吸收，清洁血液。因此应多吃富含纤维的蔬菜。

2.	睡好觉

     睡眠对血液的清洁效果非常好。因为睡眠时白细胞活动旺盛，

     抑制使血液凝结的物质产生，消除有害物质。

3.及时放松压力

     人受到压力时，身体分泌肾上腺激素，血液中的葡萄糖、胆固醇、脂肪增加，

     血小板粘附血管内壁，动脉硬化或血液凝结加剧。

4.	适度运动

     运动时肌肉的收缩、扩张使体温升高，导致血液中的废物燃烧，从而清洁血液。

5.	预防便秘

     便秘使血压升高，坏胆固醇无法排出。解决了便秘就清洁了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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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仁的

                                  戒毒效果发表书

骨仁的戒毒效果

众所周知，吸毒［吗啡morphine、

▶	姜秉祚教授（前	庆北国立大学	医学院	神经精神科）
					现有的戒毒药最少15天，最多3个月持续服用
					才可以达到一定效果。可是服用骨仁24小时
					内撤药症状消失，5天左右治愈，且无上瘾性。
					特别是，该药物通过解毒作用治疗吸毒
					者的根本病因，因此可以容易地解除
					患者对毒品的依赖。

海洛因heroin、冰毒methamphetamine

(philophone)、可卡因cocain等］

问题最近已成为韩国及以美国为

首的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社会问题。

吸毒者问题是个人性格问题，还

掺杂了社会性的原因。

要根治它需要社会性、法律性的

对策以及精神病治疗方法等综合手段。

但从医学的角度来看，与追求快感

(pleasure)相比，吸毒者无法戒毒更多是因为回避撤药综合征(withdraw 

sy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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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广泛使用的撤药症状治疗方法是：消减法、其它毒品（美沙酮）

methadone替代法、抗精神病药(anmtipsychotics)氯丙嗪(chlorpromazine)替代法等。

methadone(美沙酮)本身有严重的成瘾性(some serious addictive properties)，因此不是

好药。镇静剂氯丙嗪(chlorpromazine)尽管可以缓解撤药症状，效果也不是那么好。

并且该药还有锥体外系症状(extra pyramidal symptom)等副作用，无法成为特效药。

但数十前年权载雨发明了骨仁(Gollin,Bota-Mira)这种药，此药在戒毒治疗方面效

果极佳。且解毒机制被发现产生于肝细胞的解毒功能。这一事实欲告之于世人。

1.	骨仁（Gollin）的成分

骨仁是一种复合制剂，以微量附子（aconitine-tube 4mg）、经化学处理的

云母(mica 20mg) 、硫黄(sulfur-precipitatum 400mg)及硅酸盐等为主要成分。

2.	以人为对象的研究

1996年首尔国立大学医学院精神科金光日等将海洛因(heroin)成瘾者78名

分为3组，即骨仁(Gollin)组35名、氯丙嗪(chlorpromazine)组23人、安慰剂

(placebo)组20人，进行临床试验，结果证明骨仁(Gollin)对撤药症状的疗效是

氯丙嗪(chlorpromazine)的3倍。平均24小时内撤药症状减轻，大部分患者在

恢复正常生活方面没有问题。

出院1个月后能够追踪到的15人中有9人没有再次吸食海洛因。另据他们

报告，在观察期间没有发现骨仁的副作用或上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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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BAT-YAM的David Askari和Susana Soiffer医学博士于1989年2月05

日-3月05日对4名海洛因（有时称大麻）成瘾者使用此药（另外一个商品名

是Bota-Mira），结果显示在治疗撤药症状方面比迄今为止的其它任何药物

的的危险性都小、效果都好，但有一些副作用包括腹部不适、恶心、腹泻

等，没有上瘾性。

另外美国洛杉矶的Martin Luther King.Jr./Charles R.Drew医学中心药物成瘾

研究所所长Joxcelyn whiten博士和Jerry Goodbar(1989)于1989,8,24-8,29对4名

“crack”可卡因成瘾者和1名海洛因成瘾者进行Bota-Mira治疗发现有腹部

不适、恶心、小便增加、多屁、性欲增强等轻微副作用，想吸食可卡因和

海洛因及想抽烟的欲望消失。到1990,1,23对他们的追踪结果显示，这些人

不再食用毒品，并且没有复发。

3.	以动物为对象的研究

1990年郑泰浩等给体重20-25mg左右的雄鼠定期注射一定量的吗啡

(morphine)（第1次：20mg/kg吗啡盐酸(morphine Hcl)，每日1次，皮下注射

两周，第二次：40mg/kg吗啡盐酸(morphine Hcl)，每天3次，6天皮下注射）

使其吗啡成瘾，然后分成使用骨仁

 (Gollin)（200mg/kg）药物治疗组和不使用骨仁组，腹腔注射(intra 

peritoneal injection)纳洛酮（naloxone）4mg/kg后测试到的结果显示：使用骨

仁组的撤药反应发现与次数明显被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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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电子显微镜研究

1975年庆北国立大学医学院李时炯

给体重250mg左右的白鼠每隔4小

时分3次注射骨仁200mg后通过通

过电子显微镜进行肝细胞的形态学

观测，结果如下。

（1）和对照组相比，试验组

          smooth-surfaced endoplasmic

          reticulum(sER)显著增长。

（2）体现肝细胞内部分泌活动增加的内质网Golgi associated endoplasmic 

          reticulum（GERL）也显著增加。

（3）glycogen granule减少

上述结果可以被认为是毒品解毒作用的增强。SER的增加意味着具有毒品

解毒功能的ribosomal enzyme的增加，GERL和Golgi complex的增加意味着被

解毒物质的输送增加，glycogen granule 的减少意味着SER的增加和被解毒物

质的输送所需的能量消耗。

▶	李时炯博士（前	高丽医院	院长）
				用电子显微镜观察使用骨仁和没有使用
				骨仁的肝细胞，发现前组细胞中负责生
				理活性的“核糖体”再生速度惊人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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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总结

综合以上研究结果可以作出以下结论

（1）骨仁（Gollin）对于治疗毒品中毒（吗啡(morphine)

           海洛因（heroin）、冰毒(methamphetamine)、 可卡因(cocain)等）及撤药症状有效。

（2）骨仁（Gollin）的戒毒治疗机制被认为是由于肝细胞的解毒作用。

（3）骨仁（Gollin）的副作用是对消化系统的轻微刺激，非常轻，没有上瘾性。

饮食疗法保持健康的大肠

大肠负责过滤泄我们身体里的代谢废物并排出体外。只要饮食得当就能保持健康。

1.	多吃富含纤维的食物。

    膳食纤维是肠内最重要的乳酸菌的食物，刺激胆汁分泌，使有害物质通过粪便

    正常排出体外。降低胆固醇、预防高血脂症和脂肪肝。

2.	吃饭有规律。

    为保证消化系统充分休息、以使胃肠等消化器官正常活动，吃饭应定时，

     睡前4小时不进食，吃饭时咀嚼20次以上。

3.	多吃富含乳酸菌的食物。大酱、清国酱、泡菜等发酵食品是乳酸菌的

				重要来源，对大肠很好。

4.	多喝水。

      除吃饭时间以外应多喝水以保证大肠健康。少喝饮料，因为饮料反而使身体水分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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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转反应是排毒反应
				-	疼才能好

眼睛充血（眼屎、眼泪、眼睛模糊）

古代东方医学说“眼睛反应肝脏的状态”。肝脏状态恶化时，毛细血管脂肪堆

积，逐渐形成血管硬化，黑眼仁变色、收缩，丧失生动感。而且黑眼仁和白眼仁

的边界不分明。

视力下降最主要的原因是眼部毛细血管因脂肪堆积而无法工作。肝脏恢复后全

身的血管也会恢复。这时眼部不工作的无数毛细血管复活，血管内积压的脂肪和

毒素松弛并脱离血管。

在这个过程中，血流停滞或脂肪和废物排出时会产生流泪现象。重患者

或身体不好的人有的会持续１－２个月充血，但以后基本消失。身体康复

后则完全消失。

38  骨仁



腹泻与便秘（腹痛，便色改变）

这是重症患者或半健康人经常出现的生理自然愈合反应。病人或者半健

康人全身细胞都是不健康的，细胞内充满大量的毒素和废物。

这种不健康的细胞在变成健康细胞的过程中，混浊的血液流淌在全身血

管中，人体为排出它，动员水分而产生腹泻。便秘是指粪便长而青绿，排

便不顺。粪便不能周期性被排出（每天1-2次）或者有恶臭都属便秘。粪便

腐败是便秘的主要原因，也是百病的根源。死亡意味着排泄终止。

便秘暂时加重是因为停留在体内的宿便或毒素经乳酸菌腐败发酵而膨

胀。就像是堵塞的下水道，肠内容物堵塞，排便不顺畅。

排气现象增加同时有沉沉的腹痛感。但是大量宿便被排出体外后便秘和

腹泻会自然消失。

健康人排出的粪便是黄褐色，像香蕉一样厚实，而且是一根，2-3秒之间

被快速排出。排便时有爽快和麻酥酥的感觉。健康的粪便保证人的健康，

让人充满活力。

胃部疾病（胃下垂、胃溃疡、胃癌、胃穿孔）

胃部病变细胞在暂时的自然愈合、更新过程中进一步恶化让人疼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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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无力。另外，胃部的恶化导致肝功能下降，肝脏的不健康细胞脱离形成

毒血被排至胃或肠道。

人体为了迅速排毒，本能地通过呕吐来保护胃和肠，这是一种生理性

的自我保护作用。此后胃部肌肉逐渐恢复弹力，之间偶尔会有灼热和跳跃

感，这个过程结束以后，胃会重生变得很结实。

神经痛、腰痛、关节痛（失眠、忧郁症、易怒）

神经痛是因五脏六腑的慢性退化而产生的神经精神系统疾病。30年前这

种病只出现在高龄患者中，但现在伴随成年病出现于任何年龄段。

神经系统的好转始于神经部位的疼痛。

原因是死神经或堵塞的神经与肌肉复生时，痛点（神经的一部分，用来

感受疼痛）被创建。

这些自然愈合反应使五脏六腑复生。氧气和营养（水分）进入脊椎软骨并

膨胀。在这个过程中暂时压迫神经及血管，致使脊柱伸展、回到原位置。

大多数重症成人病患者的好转伴随着剧烈的腰痛，还会有睡眠不好或生

物节律暂时紊乱的症状。

然而随着脊椎神经的逐渐稳定和健康，睡眠和生物节律都会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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呕吐

肝脏的不健康细胞变成健康细胞的过程中，毒素和气体沿肝门静脉进入

肠道。为了尽快排出毒素，出现呕吐现象。

特别是成人病（癌症）患者或半健康人会经历呕吐或腹泻排毒，这是一

种自然治愈现象。

瘙痒（红斑、皮肤炎、疙瘩、肿块儿）

肝脏的不健康细胞更新为健康细胞时，全身细胞更新。此时，毒素、废

物、不健康细胞向皮肤外脱离引起瘙痒，还会引起红斑、皮肤炎症。特别是喜

欢吃肉的人（脂肪肝、成人病患者）通过皮肤的各种变化排出废物和毒素。

头痛（脑部缺氧）

体质改善是将不健康的身体变成健康的。但是没有五脏六腑的改善就绝对

不可能有体质的改善。

不管是得了成人病的人还是其他患者，被诊断出成人病（癌症）以前都会

经常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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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经常需要丰富的氧气和营养。但是死血被排出的过程中，血液污染

更加严重。因这暂时的血液污染，外神经系统受到毒素刺激诱发痛症。换

句话说，氧气和营养缺乏导致暂时性的脑部疼痛。

但是因五脏六腑复生，脑细胞变得健康，营养、氧气和荷尔蒙运送正常

化，头痛随即消失（头痛厉害时戴帽子，远离凉的食物）。所有成人病患

者或半健康人的好转会出现头痛，特别是严重的晚期癌症患者（重症肝硬

化等）可能会出现沉睡或暂时性昏迷。这是因为肝脏、大脑的大量肾上腺

素分泌使脑神经活动暂时放缓。

胸闷（胸痛）

胃功能恶化的患者大部分肺功能也恶化。这是因为在好转的过程中，患者

肺部的疾病细胞数减少，吸收氧气的细胞数量降低，从而造成呼吸加速。

常伴有打喷嚏、咳痰、咯血等症状，有时会感到胸闷、胸痛。

特别是心肌梗死（中风）、糖尿病并发症、癌症患者等重症患者的心脏

血管（全身血管）因脂肪或血管硬化而变得不健康。

这样的血管中，脂肪、废物、毒素膨胀导致血流暂时减少。因此心脏疼痛加

剧，心脏衰竭也会更加严重。特别是重症患者，可能严重体力不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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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只要忍住痛苦，日后痛点复生，一定会感受到强烈的心脏搏动，心脏会逐

渐恢复正常。

总之胸痛是胃部变强、肺功能和心脏功能增强的过程中产生的自然治愈现象。

困倦（乏力、倦怠感）

五脏六腑特别是肝功能恢复的过程中，疾病细胞转变为健康细胞，这期间由

于脑和视神经暂时缺乏能量和营养供给，眼睑力量减弱。（最好休息一下）。

肝脏的功能

1.管理和储存营养，解毒和中和毒素

2.管理荷尔蒙

3.在营养代谢及肠的合作下的造血功能

此功能下降时，性格急躁、易发火。且缺乏忍耐性、注意力下降、自由散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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咽喉干（口渴）

自然治愈的过程中，脏器特别是肝、胆功能复苏，需要大量的水来排出

毒素、废物。

年老多病意味着细胞管理水分的能力下降。幼儿细胞水分含量约为90%，

而老人约70%（应该增加水分摄入量）

头重（贫血、眩晕）

头痛或脑部疾患只有在五脏六腑功能正常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解决。即五

脏六腑在自然治愈过程中，病变脑细胞更新为新脑细胞（患病脑细胞→污

血→健康<再生>脑细胞）。这期间污血增加，大脑血液运送的氧气和营养

量降低。

因此脑细胞暂时无法接受到氧气和营养，出现眩晕或头晕。

特别是肝硬化或者癌症患者等成人病患者，会感到天旋地转。但是完全不

用担心。

随着病情的好转， 头痛、头晕（眩晕、贫血）都会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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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的变化（黄褐斑，雀斑，老年斑）

肝脏是一个贮存营养和能量的坦克。肝细胞的复生使全身血液变得新

鲜。新鲜血液去除老化细胞（角质），使细胞再生。粗糙的皮肤变得光

滑，苍白的脸上出现血色。暗黄的皮肤也越来越健康、光滑。

像爬虫类动物蜕皮一样，严重的成人病（癌症、肝硬化）患者角质皮

肤脱落、出现红润的新皮肤。黄褐斑、雀斑和老年斑是肺、肠、肝、胆功

能下降造成病变细胞出现在皮肤上。这些皮肤斑当然不能排除紫外线的影

响，但脏器功能低下的影响是绝对的。因此，脏器好转后，血液及细胞的

中性脂肪和毒素（有害氧气）即会减少，从而降低因紫外线照射产生的氧

化（老化）作用，使皮肤产生变化，提高皮肤免疫力。

总之，血液的酸化是万病之根源。特别是女性，被诊断出患有癌症（成

人病）之前，脸部会出现大量黄褐斑，且有脸色发蓝（肝、胆功能低下）

或发黄（脾、胃、胰脏功能低下）、发黑（肾脏、膀胱功能低下）等脏器

功能退化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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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的所有病变细胞（黄褐斑、雀斑、各种皮肤斑、老年斑等）在更新

过程中被排到皮肤表面，此时会暂时出现角质化程度加深，但是随着血液

的清洁，皮肤也会越来越健康。

水泡（小疙瘩）

肝内的毒素被排到皮肤的过程中，为了保护皮肤和快速排毒，水分被聚

集膨胀而产生的现象。

血便和脓

粪便中出现血（脓）的现象。肝硬化、肝癌等肝脏疾病一定是由肠道疾

病引起的。因此好转反应是，滞留在肠道的宿便和脂肪块儿、疾病细胞所

组成的憩室（囊）或块状癌（疾病细胞）脱离时伴随着血和脓通过大便排

出。

小便泡沫（恶臭、蛋白尿、血尿）

众所周知，糖尿病患者小便便糖。这种疾病的患者在胰脏分泌胰岛素时

细胞中积累的毒素和废弃物通过小便被排出。此时，病变细胞的主要成分

病变蛋白质被排出，从而产生气泡。严重的成人病患者还可能出现红色的

血尿。

然而健康的新蛋白质成为细胞主要成分时，小便的恶臭、泡沫、和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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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血的症状都会消失。

出血（下血）

没有便秘绝对不会患痔疮。痔疮是干预肠蠕动的括约肌等肌肉内聚疾了

众多病变血液而形成的一种病变细胞瘤（癌症的表亲）。此病也是小肠和

肝功能恶化而使全身细胞开始病变的一个警告。

当新的血液在瘤底部形成新组织时，瘤子膨起掉落并伴随血液通过大便

排出。

此外，下血（子宫出血）是妇女在生理过程中卵巢内停滞的死血或毒

素、废物被大量排出的一种自然愈合反应。

此时，毒素和废物也会发出恶臭并引起生理痛。但身体逐渐恢复健康

后，会感觉清爽干净，经血量也会正常，经血颜色变清，异味消失。

粉刺

粉刺因肝功能下降所致，因此可以说是一种炎症性疾病。肝是营养管理

者，同时在营养素之一的脂肪代谢中起关键作用。但是如果过多摄入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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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肝脏负担加重、丧失脂肪排出能力，剩余脂肪通过

皮肤排出时遭细菌性细菌侵袭化脓，这就是粉刺。但是肝功能恢复后，

脂肪排出皮肤的速度加快，皮肤再生过程（更新）开始。尽管体质不同会有

一些不同，但是一般粉刺加剧后会逐渐减少并消失，皮肤恢复光滑健康。

喉咙有痰（黄痰、白痰、咳血）

慢性支气管炎和肺癌（肺炎、结核）患者、哮喘患者都会出现这种好转

反应。好转时血液更新，肺部或支气管的病变毒细胞逐渐变为正常细胞。

这一过程中所排出的废弃物或毒素就是我们所见的脓痰。

生理痛

生理痛是女性生理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痛症。因分泌荷尔蒙的卵巢、肝、肾

脏的异常而起。（肝、肾脏和脑中枢相互协作决定荷尔蒙的的数量与质量）。

自然治愈过程中，滞留在卵巢的毒素（病变细胞）和重金属等脱离时刺

激神经系统感到疼痛。

换句话说，卵巢和神经系统暂时恶化，全身无力，感到疼痛。没有肝脏

和肾脏的更新，卵巢功能即生理机能就无法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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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寒（感觉寒冷、冷得发抖：体温降低）

五脏六腑功能发生障碍的成人病患者或半健康人在五脏六腑恢复的过程

中，清洁血液聚集到脏器。特别是大肠和肝脏中聚集大量血液和水分导致

皮肤和肌肉血量减少，体温下降，因此感觉到冷。

五脏六腑更新的过程中大量血液支援细胞更新，血量减少，更容易感到寒冷。

这种自然治愈反应多出现于重症患者。虚弱者和半健康人会持续较长时

间，症状反复。毒素从外部进入的路径

毒素从外部进入的路径非常多样。

1.	通过空气被鼻子吸入。虽然眼睛看不见，但空气中有各种病毒、细菌、化学物质、
				水银等重金属，呼吸时可以进入人体。

2.	从口而入。食用被农药污染的食物、附有洗涤剂的水、化学药品抗生剂、类固醇系统										
					的药物、快餐、方便食品、各种食品添加剂和人工调味料、腐败或有寄生虫的食品都			
				能使毒素进入体内。

3.	通过皮肤进入。各种化学物质制成的化妆品、沐浴产品、染发剂、类固醇软膏等使毒						
				素进入。

4.	受外界刺激，心里失去平和时进入。愤怒或压力过大、心态恶毒、电视游戏等使体内	
				毒素积累。

5.	电磁辐射或x射线等放射线使毒素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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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仁的试验业绩

日期 课题名 主管机关(者) 研究(试验)对象 发表

1966
骨仁的戒毒治疗
成果

首尔国立大学医
学院附属医院神
经精神科学教室
金光日另外8名

78名海洛因成瘾
者

1966年
现代医学
十月号

1966.6 骨仁试验报告书

首尔国立大学药
学院
首尔国立大学天
然药材研究所

LD50试验报告

1967.10 骨仁临床意见书
大丘市立医院内
科朱在焕

18名毒品成瘾者

1974
附子和硫黄复合
制剂对宿醉的影
响研究

庆北大学医学院
神经精神科学教
室李时炯 另外2
名

20几岁男性40名
40岁左右男性20
名

1974年
最新医学
8月号

1974

附子和硫黄复合
制剂对家兔血症
乙醇浓度的试验
性研究

庆北大学医学院
神经精神科学教
室李时炯 另外2
名

体重2kg左右的家
兔20只

1974年
最新医学
8月号

1971.6-1974.6
骨仁对酒精中毒
者和过度饮酒者
的临床观察

大丘市立医院内
科
朱在焕另外1名

酒精中毒者14名

健康人240名

1974年
中央医学
9月号

1975
附子使肝细胞产
生变化的电子显
微镜研究

庆北大学医学院
神经精神科学教
室李时炯

体重250g左右的
成熟老鼠

1975年
中央医学
5月号

1976

CO中毒时Aconite
复合制剂与Sodi-
um Succunate并行
疗法的试验性研究

首尔大学药学院
预防医学教室尹
德老

体重150g以上的
白鼠118只

1976年
中央医学
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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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课题名 主管机关(者) 研究(试验)对象 发表

1989.2
BOTA-MIRA
临床试验

以色列戒毒中心
海洛因、鸦片、
大麻成瘾者4名

1989.8
一定条件下的 
BOTA-MIRA
试验

美国洛杉矶Martin 
Luther King
Medical Center

可卡因成瘾者4名
海洛因成瘾者1
名 

1991
骨仁对Morphine
成瘾鼠撤药症状
的效果

庆北大学医学院
基础医学研究所
郑泰浩另外4名

体重20-25g的ICR
雄鼠120只

1991年
最新医学
2月号

1991
骨仁对毒品成瘾
者的水肿治疗效
果

庆北大学医学院
精神科学教室

总整理和再考察
1991年大韩精神
药物会刊第2卷第
1号

1993.1
骨仁丸的急性毒
性研究

中国沈阳药学院 300只鼠

1993.3-1994.5
对口服骨仁的老
鼠的急慢性毒性
试验

庆北大学医学院
基础医学研究所

2002.5.21
对一次和多次口
服骨仁的老鼠的
毒性试验

（株）Biotoxtech 公鼠母鼠各60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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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材料

日期 报社 题目 副题1 副题2 记者

1991.11.24 国际报
开发神秘药的
40年执着人生

戒毒药骨仁的国
际声誉

经无数试验验证-
国内外订单纷至

李明春

1991.10.19 世界日报 40年获得国际公认
美-以色列临床试
验验证结果

权载雨的胜利
WHO报告-促进
美国出口

朱泰亨

1991.9.27 岭南日报
戒毒比治疗感冒
还容易

对酒精、农药、
煤气等中毒的惊
人疗效

附子无毒是制造
秘密，即将成立
制药公司

文仁洙

1991.9.25 庆南道报 利用韩药戒毒 世界公认的疗效
无副作用、治疗
所有成瘾

庆尚南道

1991.9.13 中央日报 利用韩药戒毒
在无毒附子中加
入硫黄的秘方

骨仁商品化
美、以色列证实
效果

金昌和

1991.9.7 岭南日报 利用纯韩药材戒毒
无副作用、治疗
时间只需5日

撤药期痛苦减轻
“划时代”评价

卞成石

1991.9.7 世界日报
戒毒药获得国际
公认

民间医学者开发 40年的快举 编辑部

1991.9.7 釜山日报 利用韩药戒毒
山清民间医学者
权载雨开发

美国临床试验5日
内治愈

联合

1991.9.6 中央日报 利用韩药戒毒
临床试验书9名痊
愈

美、以色列等效
能验证

编辑部

1991.9.6 新庆南日报 戒毒快举
骨仁治疗剂 发明
海洛因等5日内治愈

临床试验证明疗效
26年艰辛果实

崔正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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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报道材料

日期 杂志名 题目

1997年2月号 FEEL 40年始终如一用我的身体

1996年9月号 大韩新闻 极致赞美神的礼物，戒毒剂“骨仁”

1996年5月号 先进社会 利用韩药附子戒毒

1995年9月号 幸福之泉 开发戒毒剂的乡土名医权载雨

1995年12月号 女性东亚 戒毒、关节炎秘方“骨仁丸”的制造

1995年11月号 韩方与健康 戒毒药“骨仁丸”的开发

1995年4月号 新世界 世界认可的戒毒治疗法，韩药治疗法

1994年1月号 大韩生命 以韩药为原料制成的戒毒剂“骨仁”的开发

1993年3月号 女性百科 隐居名医列传（附录）

1992年2月号 新世界 戒毒  比感冒好治

1991年12月号 世界女性 骨仁  5日内戒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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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制造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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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远红外线协会 试验成绩书

▲	负离子

▲	放射线量

▲	重金属

▲	放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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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专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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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专利证

▲	日本

▲	美国

▲	中国

▲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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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食品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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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报道材料

▲	新世界（1995年4月号，1992年2月号）

▲	大韩新闻（1996年9月号）

骨仁  59



▲先进社会（1996年5月号）

▲	大韩生命（1994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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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东亚（1995年12月号）

▲	月刊feel（1997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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桦褐孔菌（菌蔷甘、纤孔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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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辰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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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致词

                          我们常可以看到一些人在信息洪流中失去方向，忍受着不合

时宜的痛苦。营养过剩与环境公害、快餐食品、农药及各种

食品添加剂、生产诈骗与不明国籍的食品原料、过度的电磁

波及压力、过度疲劳等因素让人们患上现代病这种难治病。

生活中病痛多于健康，悲伤多于欢乐的人比任何时候都多。 

20世纪科学带来的弊病环境荷尔蒙（毒素）正在威胁着现代人的健康。健康

没有人帮得了，只有自己去保持。近年来环境荷尔蒙成为问题，人们很自然地

接触到“DETOX”这个词。一种新的、划时代的想法成为常识大约需要25年。

但天然解毒剂“骨仁”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是45年如一日坚持为人类健康服务的

理念。45年时间里进行了无数临床试验和科学论证，经历了严酷的试炼，产品

最终被认可。那感动的瞬间无法忘怀，我们也不忘初衷。另外“骨仁”还被美

国FDA认定为功能食品。生活中遇到一个好产品不能不说是一大幸事。

 

我们坚信，我们要传递的解毒代名词-骨仁制药的“骨仁”担负着健康产

业的革新和健康传道士的使命，未来将给国内外所有人带来幸福和繁荣。

蓝鸟并不遥远。不，这个世界可能不存在蓝鸟。我相信，珍惜现在，带

着上帝给我的最好的礼物前进，未来的每一天都将是健康幸福的。

三星堂 Pharm 株式会社 董事长   权进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