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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懷天下顧懷天下 濟世安民濟世安民
志揚萬里志揚萬里 天賦神奇天賦神奇
顧民生物代謝修復技術成就人類健康偉業顧民生物代謝修復技術成就人類健康偉業

▲顧星陽和諾獎獲得者赫什科院士▲顧星陽和諾獎獲得者赫什科院士

顧星陽顧星陽

文：井欽閣文：井欽閣

顧星陽的人類健康信心表達
歷史總是賦予許多平凡的時刻不平凡的意義，盛

典總是觸發推陳出新的激情，英雄需要展示自己的舞
台，輝煌構建成銘刻歷史的豐碑……

隨着社會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以及
人類生活方式的改變，以生物技術和生命科學為先導
，涵蓋醫療衛生、營養保健、健身休閒等健康服務功
能的健康產業成為21世紀引導全球經濟發展和社會進
步的重要產業。從中國國家戰略來說，發展健康產業
也是提高國民生活水平、降低醫療成本的要求。

如何可靠地檢測人體健康的指數水平，從而找到
正確的方法讓人延年益壽？在生命的進化過程中，達
爾文的自然選擇是一種重要的進化力量，它使得攜帶
某個突變的個體相對於不攜帶這個突變的個體來說有
生存和繁殖上的優勢。在過去20多年裡，人類健康醫
學研究的一個主要目標，就是要建立一個行之有效的
方法，使得人體健康在自然新陳代謝過程中盡量不受
自身疾病及外部環境變化的影響從而達到延年益壽。
顧星陽的研究成果將這一夢想變成了現實。

顧星陽集數年之功力，研發出一套全新的代謝修
復理論來檢測人體內部發生的諸多亞健康狀態，並建
立了相應的代謝修復方法。現代醫學和人體健康模擬
兩方面均證明，這一新方法對人體亞健康修復率將保
持在顯著性水平。值此時機，由顧星陽發明的代謝修
復技術也得到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阿夫拉姆．赫什科院
士的高度認可，並成功在中國進行實體運作，顧星陽
表示該技術旨在以健康產業集群化的優勢，昭示人類
健康的偉大目標。而由顧星陽一手創辦的顧民生物集
團的成功運營，正是將實現消除人類疾病及治未病的
世界醫學潮流內化為企業主動的追求，將為人們提供

健康、安全的綠色品質健康產品及服務作為自己的價
值追求，用尊重自然的態度，致力於健康生活產品的
研發、生產、銷售和服務， 「顧民生物健康生活產業
集群」已然成功在大中華地區運轉，與世界分享 「健
康、幸福、成功」的和諧人生！

天道酬勤！一個符合世界主流健康價值觀、以夢
想和使命為全部動力的顧民健康產業集團集群已經
「啟航」。

代謝修復技術成人類健康福音
從黃色農耕文明向藍色工業文明遞進轉變的人類

，由於工業、農業污染的嚴重，無一不飽受亞健康困
擾，傳統的 「一藥治百病」的方法難以針對個人的特
殊體質進行有效調理，從人體的運轉機能上分析，人
體疾病是從代謝受阻或代謝停止而引起，人類常見的
高血壓、糖尿病、高血脂、肥胖、過度消瘦、腸胃不
適等諸多疾病都是因為代謝鏈條的阻斷而引發的。那
麼要讓人消除隱患疾病或讓人不生病，只有把人體內
代謝修復，讓它重新激活才能讓人回到健康狀態，修
復了代謝機能，從而達到延緩衰老、健康長壽，所以
代謝修復是人類消除疾病或讓疾病少發生的唯一出路
。當下人類對健康營養的索求已轉移到複合形態的生
物保健等諸多領域，在未來，關乎人類福祉的健康產
業必將迎來巨大發展空間。

如果把中國當下整體健康產業集群噴發之勢比作
高懸在人們頭頂的璀璨星河，那麼顧民生物就如同在
這片星河中一顆最為耀眼的明星。這顆明星美輪美奐
，溫潤可人，放射着帶有幾分神秘感的迷人光彩──

顧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代謝修復」技術
創始人顧星陽，以及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顧民科研團
隊首席顧問及股東阿夫拉姆．赫什科院士曾在「代謝修

復」全球首發現場與一眾醫學界權威分享了顧民的健康
定制理念以及 「代謝修復」技術對解決人體健康的突
破性成效。顧星陽表示，在追求高品質生活的今天，
人們需要通過專為其身體狀況定制的專屬健康方案，
才能真正地改善身體亞健康狀態。有業內人士分析，
完全由顧民萃取漢方醫學成果兼容西方醫學的代謝修
復技術彰顯了其創建世界一流醫療健康產業高地的決
心和信心，顯示了其健康產業集群發展的獨特優勢。

由此，隨着成功攜手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顧民科
研團隊首席顧問及股東阿夫拉姆．赫什科院士，由顧
星陽董事長率先提出來的 「代謝修復」技術如今已經
變成了一個響噹噹、金燦燦、大名鼎鼎的健康修復品
牌、人類健康福音，正在輻射到全國各地。在北京、
上海、廣州等大城市， 「顧民生物健康模式」已在那
裡落地生根，正在結出新的碩果。顧星陽表示，從發
展規劃來看，顧民生物將整合健康業上下游資源，從
生物研發、健康預防、醫學檢測、高端治療、綜合康
復到後康復服務，涉及到的人體健康各體系在顧民都
會充分融合互補，發揮集群效應，以代謝修復的原創
輔以諾獎科技高端性，形成輻射全國、影響世界的中
國健康產業新高地。

在赫什科院士所帶領團隊的頂尖科研實力支持下
，顧民率先提出獨家 「代謝修復」三大亞健康解決方
案——代謝母料、低氘水以及專屬定制健康模式，重
點借助腸胃修復調理技術改善人體亞健康。

就在近期召開的 「健康產業戰略發展」研討會上
，健康醫學專家對顧星陽提出的代謝修復的評價被許
多媒體引用。中國中醫藥大學某知名教授表示： 「作
為發展人類健康產業較為成功的企業，顧民生物科技
足為我國當代健康企業發展之楷模。」

為何能成為楷模？中國健康促進基金會理事長白
書忠的話可作註腳：「顧民生物科技用代謝修復的成熟
悉尖端技術修復人類亞健康，以產業的方式推進健康
文化，在代謝修復技術中精心注入人類關愛文化的內
涵，體現出高超的醫學智慧和高度的文化靈感。」誠哉
斯言！隨着代謝修復技術的日益普及，惠及眾生，從
某種意義上是一項可以比肩中國傳統四大發明的第五
大發明，其對人類健康醫學的重要意義不言而喻！

顧民成功模式激盪人類健康大業
早在十幾年前， 「健康經濟」在國際上風起雲湧

，但對國內很多企業還是一個朦朧概念。有着敏銳眼
光的顧星陽意識到，今天的健康產業就是明天的經濟
，人類對健康文化追求價值是無限的，但前提是要和
產業結合起來，為人類健康文化潛能的釋放開闢一條
暢順的渠道。其中實現之道唯有將代謝修復技術 「健
康產業化」，靠對健康的不孜追求，將人類健康養生
文化要素注入顧民健康主題體驗模式之中，讓顧民生
物全新打造的健康產業藍圖都擁有豐沛的養生內涵，
從而成為 「自然健康養生」的先行者。

走進顧民生物科技集團體驗中心，仿若走進了最
適宜人們詩意棲居的溫馨家園。鬱鬱葱葱的名貴盆裁，
名家親書的詩詞匾額，靜謐祥和的全息健康檢測室……
處處凸顯着顧民生物科技卓爾不凡的品位和氣質。

對於顧民生物的客戶為遵體驗模式，顧星陽表示
，由於每個人的體質和亞健康狀態各有不同，顧民在
對人體進行全面的健康檢測後會得出一份 「人體健康
說明書」，涉及的診療範圍包括，高血壓、糖尿病、
疲勞、腰肩椎、腸胃、肌無力、肥胖、消瘦、人體毒
素、免疫系統障礙等方面的數據。隨後顧民再根據這
些結果相應地配備專屬於個人的代謝母料並提供一系
列的健康管理對策，包括從飲食、作息、工作和生活
方式等方面全方位調理身體機能，逐步改善身體亞健
康。正是顧民生物人把中國五千年燦爛養生文化，通
過包裝和展示變成了人們追求長壽的「不二法寶」，吸
引了大批港澳和外國客人。在顧民生物發展壯大的同
時，顧星陽的信心更足了，視野更廣了，開始挖掘世
界自然健康養生這個富礦。「人類健康資源寶庫，取之
不盡，用之不竭。」顧星陽對他首創的代謝修復模式信
心滿滿，他認為，顧民生物開創的健康體驗等代謝修
復養生理療模式，同比美國、德國、瑞士、日本等國
健康修復模式，優點多多，既符合可持續發展的方向
，也屬於世界領先人類健康修復技術發展的層級。

代謝因子成人體健康修復核心
顧民科研團隊首席顧問及股東赫什科院士是世界

著名的生物化學家，曾因對蛋白質降解過程中的突破
性發現於 2004 年榮獲諾貝爾化學獎。作為赫什科院士
在華的合作夥伴，顧星陽在多年的潛心研究中發現，
一種叫做代謝因子的物質在代謝修復中起到重點作用
，若體內代謝因子不能夠成功激活，不僅體內營養吸
收會打折，藥品及運動對人體的效果均無法正常發揮
。促進人體消化吸收的代謝因子是顧民代謝母料的主

要成分，它由幾十種純天然植物精細研製而成，能有
效改善人體腸胃張弛功能，從而進一步對亞健康狀態
進行調理。此外，代謝母料的成分是根據每個人的健
康檢測報告進行特殊配置的。每個人吸收代謝母料的
路徑皆不同，以滿足不同人體的特殊需求。顧星陽認
為，要想人體健康，在以人為本的生命健康研究領域
裡，人只是出發點，標本兼治的關鍵還是要從植物身
上去研究，因為人與植物關係息息相關，從遺傳學角
度分析，植物其實才是地球上最大的物種，顧民生物
的代謝因子正是從中萃取而來，輔以正確的方式方法
，才能消除疾病與未病隱患。有專家表示，顧氏的這
套代謝自然療法可以說是生命質量的原動力！在提高
自身免疫力的同時，有效抵禦人體隨年齡增長而出現
過早衰老，從而達到長壽！

談及代謝修復健康模式後續發展，顧星陽分析指
出，事關人類健康領域的重大創題，要拚硬件，只要
有錢，大家都能引進診療設備機器；拚擁有自主專利
技術的健康發展，靠的是高人一籌的視野和醫學底蘊
，就不是人人可為的了。顧星陽有一句名言： 「搞健
康產業實際上是在書寫人類健康歷史，人類對自身延
年益壽的獨特追求正是源自於對生命文化的自省與自
知。」而顧星陽的代謝修復獲得諾獎得主赫什科院士
的認可，標誌着其所帶領的生命科學研究已逐步進入
大發展階段，真正落實到改善人體健康的產品應用中
。赫什科院士稱，在強調社會可持續發展的今天，需
要防止亞健康人群發展為疾病人群。他希望在顧民的
推動下，人們不僅能在觀念上重視健康，更能在每天
的飲食和作息中，真正履行健康的生活習慣，找到適
合自己的健康方式。由此，大量鮮活原創生物科技資
源的融入，使得由顧星陽領頭的人類健康傳統產業提
升了品質，增加了含金量，增強了競爭力。調查顯示
，在全國細分市場中，顧民生物在多人體健康領域均
處於領先地位。

代謝修復是人類健康的唯一途徑
未來人類對自身健康的孜孜追求正是顧民健康產

業發展的核心驅動力，由此帶動的產業發展潛力無疑
是巨大的。但多年商界歷練的顧星陽深刻體會到，顧
民產品只有在社會群體中行到認可，才能實現價值，
在人類健康事業有所作為。 「有了獨特的健康養生價
值個性，才有獨有的優勢。」顧星陽經常提醒，顧民
生物所秉持的代謝修復在注重參與和體驗的同時，輔
以代謝因子等諸多元素平衡療法，通過補充低氘水等
途徑，從而達到促進人體內微循環，強化代謝，促進
體內元素達到自然平衡的狀態，從而實現疾病自愈。
這在本質上就有別於日本及瑞士等國家的 「針對某種
病症」的昂貴治療模式。

代謝修復正是應用與人類生活有直接關係的物質
與方法，如代謝因子物質以及有益於健康的因素，如
代謝母料、低氘水等來保持和恢復健康的一種科學藝
術。顧星陽所帶領的顧民生物常把創新視為自己的生
命。譬如顧民健康理療體驗中心的形式可以說是舶來
品，但吸收改造之後，顧民生物把外來東西變成了自
己的基因，自主創新既表現在對中外生命健康文化的
選材上，更體現在對素材的組織運用。以代謝修復為
核心技術，人類健康修復全新體驗模式在顧民生物被
邏輯地整合，集中地展示，滲透着顧星陽對人類生命
富於創意的解讀、闡釋和演繹，於是，人類健康被注
入了時尚、科技的元素，表達了顧星陽對市場、對人
類亞健康者心理、養生習慣的理解，產生了超越治療
本身的吸引力。

在顧民代謝修復全球發布現場，顧星陽曾動情地
發表了一個即席演講，他講道： 「在這裡，顧民生物
將實現人類延緩衰老、健康長壽的夢想，我曾創造了
一個又一個輝煌；在這裡，顧民生物的人類健康偉業
還要做下去，顧民生物惠及人類健康的美好明天還在
深深地誘惑着我們。因為代謝修復是人類健康的唯一
途徑；事實也說明，唯有代謝修復才是人類消除疾病
或讓疾病少發生的唯一出路！」

是的，顧民生物是有夢的，有夢的人是最美的。
我們期待並堅信，顧民生物的全人類健康美夢一定成
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