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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破膜、草破壁，吸收率高达 90%
2010 年 3 月 3 日，权威媒体《科技人生》

节目，深入介绍了冬虫夏草破膜破壁的新吃
法。 新吃法是把细胞壳打碎，让药效成分释
放出来；再把 200 目体积的细胞打碎成 2000
目的超微粒子； 体积只有原来细胞的 1/10。
这样，吸收率可以达到 90%；吃 100 根，能吸
收 90多根。

玉树杂多科研人员经过十几年的艰苦探
索，采用超低温超微粉碎技术，成功地实验
了虫体破膜、子座（草）破壁；并将之粉碎成
2000 目的超微粉末，只要轻吹口气，就会消
失在空气中，浪费很大；所以，科研人员又将
之混入菌丝中，使其稳定再装进胶囊里。

新吃法极大地减少了浪费， 每天的服用
成本大大降低；大多数人都能吃得起了。

▲失眠，3 天安稳入睡；
▲胃肠病，只需个把月，轻松治愈；
▲肾虚前列腺病，一夜变强壮；
▲心脑血管病，护心养脑的极品；
▲糖尿病， 消除并发症， 效果远胜蜂
胶；
▲止咳平喘的良药：7 天止咳，3 个月
平喘；
▲肝病克星：降转氨酶、胆红素，改善
脂肪肝；
▲治妇科病胜过手术刀： 治炎症，延
缓衰老；
▲抑制肿瘤、增强免疫、辅助放化疗。

冬虫夏草传统吃法浪费惊人
冬虫夏草的传统吃法浪费极大， 像炖

汤、泡茶、泡酒、与中药煎着吃，或是用钢磨
磨成细粉吃等等，吸收率只有 3—5%；其余都
排出体外。 这是因为冬虫夏草的细胞体积太
大，且药效成分裹在坚硬的细胞壳里，不易
溶出所致。

很多用冬虫夏草保健治疗的患者到最
后， 根本不知道虽然吃了大量的冬虫夏草，
但吸收的仅仅是很少一部分，绝大多数的营
养成分都“穿肠而过，浪费掉了！

青海冬虫夏草协会的扎西主任介绍，冬
虫夏草好的一克要 600元，是黄金的 2倍；一
般的一克 300元左右，按传统吃法，每天必须
达到 3-9 克，才能见效；普通人根本吃不起；
只有提高它的吸收率，才能让多数人吃得起。

冬虫夏草被誉为“百草之王，能治百虚百
损”，具有“起死回生”之神奇功效。冬虫夏草好
是好，但是几十万元一公斤，普通老百姓怎么
能吃得起？ 不过现在好了，冬虫夏草有了一个
新技术、新吃法，吃一粒相当于嚼几根，一个月
要花几万元的冬虫夏草现在才花几百元钱。这
是一种破膜破壁的新吃法， 吸收率提高了 30
多倍，便宜的原因在于吃法的改变。

据悉， 由于原产地冬虫夏草 39.6 元特卖
活动持续火爆， 现已导致原产地的库存保障
严重告急，按照目前的销售态势，恐怕已无法
维持 3 天以上的销售， 为此青海冬虫夏草保
护协会与青海格拉丹东生物公司联合通知：
本次 39.6元特卖活动将于 3日内结束， 望广
大患者相互转告，抓紧抢购，或拨打免费热线
0731-89786199，工作人员会提供送货上门服
务，保证您能及时购买到货真价实的【杂多】
牌冬虫夏草。

最近几天，随着【杂多】牌冬虫夏草“39.6
元特价抢购”活动临近尾声，更多的市民纷纷
行动起来，加入到抢购大军之中。雨花亭的张
师傅最近 2、3 个月以来经常看到邻居们 30
盒 50 盒的往回买冬虫夏草，但他却一直犹豫
不决：这么贵的东西就只卖 39.6元，能会是真
的吗？

可是近来看着老伙伴们由于坚持吃【杂
多】牌冬虫夏草，一个比一个有精神，很多人
的失眠便秘、高血压、糖尿病也都有了明显的
好转，又听说这【杂多】虫草的破壁技术连央
视都报道了，看来还真是不能再犹豫了！

这不，老许才吃了 3 天，晚上就能睡得好
了，多年的尿频尿急也好多啦……

老杨早就在跟老伴商量着打算也订购些
冬虫夏草， 他的高血压心脏病和老伴的糖尿
病都能用得着。 可是看到这么多品牌又一时
拿不定主意到底买哪个好。 于是老杨决定亲
自去东塘的星城大药房看看。

一连 3 天，老杨发现【杂多】牌冬虫夏草
的专柜前都是人满为患， 而其他品牌却根本
无人问津，经过了解才知道原来【杂多】牌虫
草才是正宗的青海原产地， 很多人都是吃了
【杂多】虫草，治好了一身的老毛病。

这回老杨终于放心了， 趁着还有优惠赶
紧买了 20盒，欢欢喜喜的捧回家了……

已经有整整 3 个月了，青海【杂多】牌冬
虫夏草的热线电话每天都是从早到晚的从不
间断的响个不停：“‘杂多’ 虫草还有优惠么？
我再订 20 盒， 上次买的才吃了一个礼拜，确
实管用……”“我订的 20 盒，今天下班前可一
定要送到啊……”“我的糖尿病 20 年了，没想

到吃虫草 2 个月并发症就都稳定了， 真得好
好谢谢你们啊， 我一定义务帮你们做宣传！
……”订购的，催货的，反馈信息的每天此起
彼伏，这完全是由于【杂多】虫草以其实惠的
价格、神奇的疗效所带来的轰动效应！

3 个月来，这神奇的青海原产地冬虫夏草
迅速以其百姓买得起的价格和让患者信服的
疗效迅速征服了这些挑剔的消费者。 由于销
售过于火爆，导致各大药房屡屡发生断货，于
是人们纷纷起大早就赶来药房排队等候，很
怕错过这难得的机会。

据悉，由于原产地供货有限，【杂多】虫草
39.6 特卖活动近日就将提前结束， 厂家现已
实行限量销售， 建议广大市民尽量使用电话
订购，以免因断货让您跑冤枉路。

“就认杂多原产地，趁着优惠赶紧买！ ”

订购火爆，每天过千人打爆热线！

药房也疯狂，抢购队伍从早排到晚！

“他们都吃好了，真不该犹豫那么久”

图为【杂多】虫草的抢购场面

万人抢购，杂多原产地库存已严重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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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倒计时！ 元特卖虫草 库存告急
紧急通知：因近期市民抢购持续火爆，
现【杂多】牌冬虫夏草“39.6 元特价抢
购”供应已出现库存严重危机！为确保
供应，特决定在本周内实行限量销售：
每天限打进电话前 300 名，且每人最
多限购 50 盒，活动结束后即将恢复原
价销售，望广大患者抓紧订购！

买 10送 5� 买 30送 20��买 50送50

五盒 /大盒

冬虫夏草新吃法 非常省钱

田教授是生物学专家， 搞起科研来总是
废寝忘食。 长期下来，身体变得越来越差，还
有严重的失眠，可又不敢轻易吃失眠药，怕上
瘾成了药罐子。

后来他看到吃冬虫夏草能改善失眠，还
没有任何副作用，于是就买了几盒【杂多】冬
虫夏草胶囊。 以前最害怕晚上转辗反侧睡不
着，现在他睡得又快又香。

家里几口人的身体都不是很好， 老伴有
哮喘、儿子肾不好、媳妇整天肚子疼、小孙
子三天两头感冒……

后来，田教授动员全家都吃【杂多】冬虫
夏草胶囊。效果还真是天天都看得见，全家人
脸色开始变得红扑扑的，坚持服用了 6 个月，
一家人身上的毛病逐渐少了，个个精神得很。
现在，田教授一听别人在服用【杂多】冬虫夏
草就很有经验的叮嘱：一定要吃 6 个月，效果
非常不错的哦！

吃冬虫夏草，一家人都健康

周大爷，不到 70 岁，毛
病都出来了，连睡个觉都像
在受罪， 每晚起夜 5-6 次，
第二天的疲劳感可想而知，
持续的恶性循环， 前列腺
炎、眩晕、健忘、乏力的毛病
也日益严重。

听医生说，夜尿多和男性疾病是由于肾功
能差、体虚引起的，他介绍我服用安全高效的
【杂多】冬虫夏草，能使人体五脏六腑都变年
轻。 服用当天，起夜就减少到 3次；连续服用 6
个月，不再失眠多梦，前列腺炎好多了，精力
充沛，竟然有白发返黑了!现在，见到我的人都
非常惊讶， 说我怎么才半年工夫就变年轻了
呢！ 呵呵！

吃 6个月虫草，70老人肾好精力足，活力赛小伙

白发变黑 人变年轻了

吃 6个月冬虫夏草，尿急、尿频、肾亏大变样

男性功能增强，生活更精彩

吃 6个月冬虫夏草
十万市民见证健康奇迹

来自“中国冬虫夏草第一县”杂多县的【杂
多】牌冬虫夏草率先采用“虫破膜、草破壁”新
技术，将服用成本大大降低，让大多数人吃得
起，上市以来，仅在西安市就有数十万中老年
慢性疾病患者通过坚持服用 6 个月的冬虫夏
草胶囊， 亲身见证了一个又一个的健康奇迹
……

刚到 40 岁， 身子却每况
愈下，经常尿频、尿急，腰酸，
两腿无力。 看着自己越来越不
像男人，赵总十分苦恼。

吃了多种治疗前列腺的
药，反反复复还是发作，越吃
身子越虚。 一位教授推荐赵总
服用【杂多】冬虫夏草，无副作用。 赵总才服用
10天，感觉小便通畅腰痛、乏力、尿频、尿急等
症状消失，尿液不再发黄。 教授说这是【杂多】
冬虫夏草开始起效， 不要刚看到效果就停止
服用一定要按周期服用， 坚持 6 个月一定会
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赵总依言而行天天按
时服用，6个月后，身体状态越来越好，好像年
轻了 20岁，生活非常甜蜜。 如今停服半年了，
一直没复发。 赵总常说：十顿燕窝，鱼翅都比
不上【杂多】冬虫夏草胶囊啊。

原价：98元 /盒 特价：39.6元

●数量有限，活动每天仅限前 300名，电话订购者优先！

全国免费咨询及
订购热线 0731- 89786199 全省免费送货

货到付款！
【瑶汤】全省指定经销：
长沙：东塘楚明堂大药房（原楚仁堂
大药房）、
东塘养天和和潇店（原星城大药房）、
平和堂药店（五一路店、东塘店）、
火车站阿广北门药号、
红星步步高药品柜、
河西通程新一佳药品柜、
南门口好又多药号、
王府井大药房、

芙蓉广场家乐福福海堂大药房、
五一路新一佳楚济堂药柜、
车站南路新一佳楚济堂药柜、
火车站家润多双鹤药房千禧店（车站北路）、
东塘步步高福海堂大药房、
东塘药店（东塘南老百姓药房旁）、
人民路朝阳家润多楚济堂大药房、
海川新特药房（湘雅附二医院斜对面电
影城一楼）、
雨花亭沃尔玛福海堂药房、

岳麓区汽车西站康寿大药房（老店、新西
站枢纽店）、
井湾子新一佳二楼崇源堂药柜、
井湾子大润发福海堂药房、
开福区新一佳药品柜、
伍家岭岁宝百货福海堂药房、
烈士公园东门步步高福海堂药房、
马王堆誉湘大药房、
新开铺康寿大药房（新一佳一楼）、
火星镇楚济堂（凌霄路天泰花园一楼）、

楚济堂马王堆店（马王堆菜市场西门）、
开福区楚明堂黄金海岸店、
河西观沙岭新一佳楚明堂、
楚济堂紫薇路店（紫薇路 317号）
河西步步高广场楚济堂大药房、
星沙：旺鑫大药房、
易初莲花二楼福禄堂药房、
浏阳：钰华堂（北正中路 29号）、
宁乡：神洲大药房、开发药号、
大润发内福海堂大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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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潭：河西：贵富康药号、
河东：福寿昌医药堂（建设南路华宇酒店南侧）；
岳阳：步行街你好大药房；
益阳：家家康大药房桥南店；
衡阳：国兴大药房（岳屏公园东门对面）；
常德：武陵阁大药房(武陵阁广场西侧)；
邵阳：时珍药店（市中心医院斜对面）；

郴州：同德堂大药房（燕泉商业广场王朝大酒店对
面）；
吉首：博爱大药房（原吉首商场）；
怀化：东方大药房；
永州：冷水滩：五州药店；
娄底：天天好大药房（市财政局旁）；

购买时请认准：正宗青海【杂多】牌冬虫夏草
全省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免费咨询订购热线：0731-89786199

冬虫夏草被几十部医典誉为“起死回生”
的圣药，治百病效果显著。比如：《本草从新》：
“保肺益肾，止血化痰，具回生之用”；《中药大
辞典》“百药之王，治诸虚百损至为上品”；《本
草纲目拾遗》：“能治百虚百损。 ”

现代医学研究也表明它是诸多慢性病
的恢复良药。如失眠便秘；胃肠道疾病；老咳
喘、老慢支；心脑血管；糖尿病并发症；肝病；
男性肾虚； 女性妇科病及更年期综合症；风
湿骨病等。

经三千多例患者临床实践表明：
吃【杂多】牌冬虫夏草胶囊，在 2、3 天左

右就会有明显反应：由于药物作用，血液循
环开始恢复顺畅、体内淤毒开始分解，便秘
症状得到改善，毒素排出体外；

吃到 5、6 天左右，尤其是失眠患者，明
显感觉到可以安稳入睡了，、睡得也踏实了。
一些免疫力低的患者也感觉到身体的抵抗
力提高了，不易感冒，也不爱生病了；

大多数患者服用到 10 天左右： 食欲增

强，睡眠质量提高，排便正常；浑身有劲、头脑
清楚了；有精神了；不起夜了；尿急、尿频没有
了；小腹不坠痛了；眼前的小蚊子没有了；皮
肤感觉水灵了；男性功能明显增强了……

1个月下来，普遍的感觉是血压平稳，头
晕心悸症状缓解，不咳不喘了，记忆力增强，
糖尿病并发症显著改善……

当然， 这些变化只是说明冬虫夏草起
效了，这个时候就要坚持服用。 据临床实验
和很多消费者服用后反应： 连续不间断服
用 6 个月以上， 身体阴阳平衡， 气血畅通
了， 全身上下从头到脚的很多慢性病都会
全面改善！

很多中老年人疾病缠身，每天大把大把
的吃药，治疗费用动辄就是上万元，老人怕
花钱给家里添麻烦就忍着不去治，结果耽误
了病情！ 现在【杂多】冬虫夏草开展特惠活
动，6 个月的服用量仅千余元，花钱不多，效
果又好，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湖南订购热线：0731-89786199

吃冬虫夏草，九种病好得快

活动截止日期锁定 11 月 21 日全部结束，绝不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