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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圣灵芝】奢华配方全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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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圣灵芝】：只有自然的黑，没有化学的毒！

【九圣灵芝草本润黑露】由香港九圣
堂药业荣誉出品， 荣获全国打假网
“3.15”重点保护品牌。 绝不添加对苯二
胺等有毒物质，请绝对放心使用！如有检
出，厂家当场给予现金重奖！

郑重承诺

家住识字岭的退休教师
王阿姨，由于满头白发，以前
经常染发。 自从央视报道染
发可诱发癌症后就再也不敢
染发了。 后来她买了很多据
说能治白发的药来吃， 更没
效果。不久前老伴给她买了 2
盒“九圣灵芝”，告诉她这是
草本植物的，可以放心用，王老师打开瓶盖一
闻，一股中草药清香扑鼻而来，用后没有任何
刺激感，头发黑亮顺滑。 现在别人见了王阿姨
都说她没有了白发，起码年轻 20岁！

用了【九圣灵芝】
白头发再也不用染了!

李先生才 30多岁
头发就白了接近一
半， 看起来像 50 多
岁， 谈过几个女朋友
都因为他满头白发而
分手了。 每次染发过
的头发没有一点光泽，染时化学染发剂散发出
浓烈刺激的气味，熏得头昏脑胀，心慌想吐。 因
为长期使用化学染发剂，造成大量脱发，更显
老，心情糟透了。 现在好了，用“九圣灵芝”后头
发立时变得又黑又亮，光泽自然，而且白头发
再也没长出来了。【九圣灵芝】用起来也方便，真
是既省时间又省钱，以后再也不用去染发了！

满头白发变黑发，立刻年轻 20岁

紧急呼吁：白发千万不能再染了！
不管是少白头还是中年人早生华发，以

及老年人头发花白， 许多人解决的办法就是
染发，染发对于白发者来说危害更大，一是不
能持久，染出来的头发干枯，象戴的假发，不自
然；二是染发剂大都含有铅、汞等化学成份，容
易伤害头发表层的保护膜， 这些对人体有害
的重金属还是导致乳腺癌，白血病、膀胱癌的
诱因，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早已公认的。

其实化学染发剂也并不能根本解决白发
问题。首先，染过的头发没有光泽，不仅不美，
而且看上去就像戴着假发一样不自然；其次，
每次染发维持不到两个星期， 新的白头发就
又长出来了，头发上边黑下边白，又得再去染
一次。这样反复下去既麻烦又浪费金钱；更可

怕的是化学染发剂还有致癌危险， 长期染发
无异于慢性自杀！ 所以要想根本解决白发问
题，能长出乌黑自然的黑发才是关键！

在尼泊尔王国浪漫的巴德冈小镇， 空气
清新， 让游人流连忘返。 但更令人称奇的却
是：几个世纪以来，巴德冈人历来高寿，且无
论是年过六旬还是百岁高龄， 人人拥有一头
乌黑亮丽的头发，精神矍铄、丝毫不显老态，
无论男女老幼尽皆如此， 不禁令世人啧啧称
奇！

据考证，当地人世代相传都采集一种神
秘草药，将其晒干后研粉洗头，其独有头发
黑营养，不仅可以深层祛污，使头发黑亮顺
滑，还可杜绝白发生出，且具有护发养颜、提
神醒脑之功效， 正是因为它如此神奇的效
果，故被当地人称为“九圣灵芝”。

香港九圣堂药业据此古方，再配以何首
乌、人参、五倍子、等九种名贵中草药材，研制
开发出纯植物功能性洗发产品【九圣灵芝】草
本润黑露。

用其洗发 10 分钟，可使满头白发迅速变
得乌黑亮泽，且植物着色自然均匀；如坚持每
3 天使用 1 次，只需连续使用 1 个月，更可使
发根重新生出黑发。 使白发人士立刻年轻 20
岁，而且其纯植物中草药更可确保安全，真正
远离染发危害！

【九圣灵芝】 在中国内陆销售 4 年以
来，给千百万白发人士带来福音，同时深受
广大白发人士的亲睐。 湖南省免费咨询热
线：0731-84742877。

治白发，能长出黑发是关键！

震惊：化学染发剂可致癌！

奇迹：神秘古镇，人人不生白发

香港九圣堂巨资打造【九圣灵芝】草本润黑露
10 分钟白发变黑，30 天长出黑发

远离化学染发危害，黑发就用香港【九圣灵芝】

10�白发变黑，30�长出黑发分
钟 天

白发人士：无论是老年白发、花白，还是
神经性、遗传性白发或少白头，一直以来都
始终没有能够安全有效的治疗办法。 前些
年昙花一现的含有对苯二胺等致癌物质的
洗黑产品更是让人忧心。

香港【九圣灵芝】首创纯中药草本成份根
治白发，不仅可以迅速黑发，更能保障重新
生出黑头发， 不仅全面取代了化学染发剂，
更可远离致癌威胁， 一次性解决白发问题，
避免白发再生和反复染发的困扰。

■汉方科技———10 分钟洗黑白发：“九
圣灵芝”采用尼泊尔“九圣灵芝”与汉方科技
的完美结合， 深层祛除头发表皮中的油脂，
迅速打开头发表面毛囊层，强力渗透到发质
内部，修复黑色素细胞，10分钟轻松黑发。

■滋养毛囊———30 天发根长出黑发：
何首乌、灵芝、当归、黑芝麻等纯中药精华，
能有效被毛囊吸收，全面滋养毛囊，激活黑
色素细胞， 使发根重新获得大量的营养和
黑色素，坚持使用 30 天以上，毛根也能长
出黑头发，永久告别白发烦恼！

■养发、醒脑、安神———更年轻、更健
康、更有精神：【九圣灵芝】内含的人参、五
倍子、银杏等营养精华，滋养发根，营养发
丝，持久呵护健康黑发，防止脱发、杜绝白
发再生。 同时更有醒脑安神、延年益寿等功
效，使您更显年轻、更健康、更有精神！

香港【九圣灵芝】 是取得了国家卫生部
“卫妆准字”“卫妆特字”双批号的特殊功能洗
发产品， 独含原产自尼泊尔北部高山地区的
神奇草药“九圣灵芝”。 在洗发过程中可迅速
打开头发“毛鳞层”，使其自然着色，10 分钟
后头发黑亮有光泽， 更显自然！ 且由于香港
【九圣灵芝】 严格精选上乘纯天然中草药原
料，绝不添加任何违禁有毒有害物质，可确保
产品“每一盒都有效，每一滴都无害”！

香港【九圣灵芝】富含人参、五倍子、川穹
等九种纯天然中草药成份， 可深入滋养毛囊
内部，补充黑营养，促进黑色素细胞再生，而
细胞的生长周期是 28天，所以坚持使用一个
月左右， 就可看到新的黑发从发根重新长出
来！所有白发问题都可得到完全根治，从此远
离化学染发剂毒害！

●30 天真能长出黑头发么？

●10 分钟怎样使白发变黑？

刘爹爹今年有 60 多岁
了，可是现在却好像越来越
年轻了， 每天精神头十足，
竟然连满头的白发都不见
了，乌黑浓密的头发，看上
去就像 40 多岁的样子 。
原来从去年开始老人就已
经开始使用香港【九圣灵芝】，这是一种纯中药
的洗发露，打开后就有一股植物的清香，洗头
发时泡沫丰富， 洗过 10 分钟之后头发就又黑
又亮的特别有光泽，特别自然。

从此老刘就坚持，每 3 天就用【九圣灵芝】
洗一次头发， 感觉它比任何洗发水都健康、都
有营养，大概连续用了一个多月，竟然发现发
根新长出来的头发也都是黑的了，现在老人家
已经是满头的黑发， 怎么看都不像是 60 多岁
的人！

六旬老汉用【九圣灵芝】
竟然真的长出满头黑发

【九圣灵芝】重点推荐人群
▲满头白发的老年人：洗发 10分钟，年轻 20年！
▲两鬓斑白的中老年人：黑发重新生出来，使
你越活越年轻！
▲频繁染发者：用【九圣灵芝】黑发、养发、护
发一并完成，彻底杜绝白发烦恼，远离染发剂
危害！
▲少白头者：用【九圣灵芝】快速黑发，持久生
发，彻底改善发质，还您年轻风采！

万人见证
“九圣灵芝”10 分钟黑发，30 天长出黑发

10000 盒【九圣灵芝】免费送
再送高级营养护发素 3 瓶

(立省 1188 元)
再送高级营养护发素 1 瓶

(立省 594 元)
(立省 99 元)买 送9 12 买 送6 6 买 送2 1

香港【九圣灵芝】特惠活动仅剩 4 月 22 日、23 日、24 日最后 3 天！

“九圣灵芝”指定经销：
长沙：东塘楚明堂大药房（原楚仁
堂大药房）、
东塘星城养天和药店、
平和堂药号（五一广场店、东塘店）
红星步步高药品柜、
火车站阿波罗广场药柜、
河西通程新一佳药品柜、
河西步步高广场负一楼楚济堂、
岳麓区汽车西站康寿大药房（老
店、新西站枢纽店）、
车站南路新一佳药柜、
王府井大药房、
南门口大药房（原好又多药号）、
井湾子新一佳崇源堂大药房、
东塘步步高双鹤大药房、

芙蓉广场家乐福双鹤大药房、
伍家岭岁宝百货双鹤药房、
新开铺康寿大药房（新一佳一楼）、
黄金海岸楚明堂大药房、
人民路朝阳家润多楚济堂药房、
河西观沙岭新一佳楚明堂药房、
井湾子大润发双鹤药房、
开福区新一佳药品柜、
烈士公园东门步步高双鹤药房、
火星镇楚济堂药店（凌霄路 63号）
雨花亭沃尔玛双鹤药房、
火车站楚明堂药店、
马王堆誉湘大药房、
东风路楚仁堂（汽车城对面）、
汽车南站楚济堂药房、
庆元堂各连锁药店、

星沙：旺鑫大药房（凉塘路）、
易初莲花福海堂药房、
宁乡：神洲药号、开发药号、
大润发内福海堂药房、
浏阳：钰华堂（北正中路 29号）；
望城：工农大药房；
株洲：人民药店芦淞店（市中心新华书
店一楼）、贺家土健康堂大药房、平和
堂大药房、醴陵：心连心大药房（步步
高超市斜对面）、茶陵：阳光大药房车
站店、（汽车站斜对面）、
炎陵：益康大药房（霞阳医院斜对面）、
攸县：和协大药房；
湘潭: 河西： 贵福康药号（市一中对
面）、泽仁堂药店（原湘潭宾馆对面）、
南盘岭福顺昌医药堂、

河东：福寿昌医药堂（华宇大酒店南侧）、福
顺昌霞光店、
易俗河：仁康大药房(银杏路心连心旁)、
湘乡： 龙城药店（新湘路家佳源超市对
面）；
益阳：桥南家家康大药房(市公路局对面）、
平和堂药柜、南县：赤沙大药房、安化：东坪
人民大药房、桃江：家润福大药房；
岳阳：步行街你好大药房、土桥友谊医药商
场（国际大厦斜对面）、泰和医药商场(沃尔
玛负一楼)、岳化：香云堂药店、
汩罗：心正大药房、
平江：华生药房、华容：益康大药房；
衡阳：兴富康大药堂（附一医院对面）、古汉
大药房（附二医院对面）、
国兴大药房（岳屏公园东门对面）、

江东：古汉大药房（广东路口湘江宾馆旁）、
耒阳：济生大药房（人民医院对面）、
衡山：正一堂药铺（老电力局路口）、
西渡：人民大药房（人民医院旁）、
祁东：洪城大药房（横马路建行隔壁）；
常德：武陵阁大药房、金华大药房、战备桥大药房、
晶华大药房；澧县：好心人大药房（步步高超市一
楼）、汉寿：春天大药房（建设西路新华书店南 50
米）、津市：恒源堂大药房（丰彩超市一楼内）、
石门：步行街大药房、安乡：新麒麟堂药店（恒生
超市旁）、步行街店
郴州：同德堂大药房（燕泉商业广场）、
资兴：步行街药房（新区步行街）、
永兴：百草堂（县政府对面)、
宜章：众生堂药房；
永州：冷水滩：五洲大药房、零陵：永宏大药房（商

业城旁）、祁阳：百益大药房、
宁远：仁德大药房（县工商局对面）、
道县：华康大药房（新华书店旁）、
江永：老百姓大药房（老建都超市内）、
蓝山：永康大药房（人民医院对面）、
江华：药材公司零售总店（长征路 138号）、
新田：福顺大药房（移动公司斜对面）、
东安：仁义堂药房、双牌：正大药房；
娄底： 天天好大药房（长青中街市财政局
旁）、涟源：康而安大药房（五马广场）、
新化：上梅大药房（湘动车站对面）、
冷水江：新天地大药房（新天地大厦一楼）、
双峰：九点堂大药房（新华联超市）；
吉首：博爱大药房（原吉首商场一楼）、
凤凰：春意大药房（老汽车站对面）、
保靖：医药零售总店、龙山：久知堂药房、九

芝堂连锁店（丰彩超市旁)；
怀化：东方大药房、洪江： 天地人和药房（小南京
商场旁）、新晃：宏明大药房（中医院对面）、
沅陵：物贸大药房（佳慧超市对面）、
靖州：梅林路国药店、溆浦：朝阳桥大药房
邵阳：时珍大药房（市中心医院斜对面）、
邵东：中西药店、隆回：人民大药房、
洞口：新宝芝林大药房（双拥路烟草局对面）、
武岗：南门口中心大药房(过水南桥前 30米)、
邵阳县：宝佳大药房、
新宁：泰寿堂大药房（西站东走 50米）、
绥宁：长安大药房、新邵：康之缘大药房；
张家界：御芝堂大药房、
慈利：家好美大药房（火车站广场）；

全省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免费咨询订购电话：0731-84742877

巴德冈小镇居民沿用“九圣灵芝”研粉
洗发，无论男女老幼人人一头黑发，当这个
神奇的“黑发小镇”被发现，顿时吸引了世
界医学界的广泛关注。 借助现代顶尖科技
终于使这神秘的“九圣灵芝”黑发之谜得以
破解。

“九圣灵芝”学名黑草丹，独产于尼泊尔
北部海拔 2000米以上的高山地区， 经考证

“九圣灵芝”的株体具有一种奇妙特性，那就
是当碰到白色的毛发会产生大量植物黑色
素，并吸附于毛发之上使其迅速变黑。 但与
其它颜色相融又不会发生变化，更奇妙的是
与皮肤接触不着色、无伤害。 经深入研究发
现，使用“九圣灵芝”还可经透皮吸收起到护
发养颜、提神醒脑、延年益寿的神奇效果。这

一发现不禁令无数学者兴奋不已！
在香港九圣堂 39 位资深专家历时 5

年的共同努力下，终于研制开发出以“九圣
灵芝”为主要原料，配以何首乌、人参、五倍
子等九味名贵中草药，精制而成的“九圣灵
芝”草本润黑露。 这一成果彻底改变了传统
染发剂和一洗黑治标不治本， 不能根本解
决白发问题， 且易过敏危害大的现状。 同
时，“九圣灵芝” 草本润黑露通过发质中的
代谢通道传输黑色素，修复受损的毛囊，使
其自然生成黑色素， 只需洗发 10 分钟，一
头白发就能变得乌黑亮丽，持续 1 个月，头
发变得浓密乌黑， 即使从根部长出的头发
也是黑的，真正做到黑发、养发、生发一次
完成。

【九圣灵芝】：纯植物配方，安全生黑发！

紧急通知：为使白发人士体验【九圣灵芝】安全黑发的神奇，即日起，香港九圣堂药业推出 10000盒【九圣灵芝】开展特惠买赠活动，每人限购 9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欲购从速！

★为防止商家恶意囤货，每
人最多限购 9盒；
★购买时一定要认准“香港九
圣堂”生产，每瓶为 90ml，可
连续使用 1个月以上！
★请坚持 3天使用一次，效果
更佳！

★特别声明★

优惠每天仅限前 名，电话预定优先！
全省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300 免费咨询订购电话 0731-（团购可享更多优惠）

84742877、400-676-98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