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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承诺★
凡服用古方化毒丹一副药未完全康复者及 5 年内复

发者，厂家将免药费继续提供药品服用治疗，直至康复。

免费
热线 400-077-0027

自古方化毒丹上市以来，已经有数万银屑病患者成功治愈，使
用者无不叫好称赞， 为了让更多的患者能够体验国药化毒丹神奇
的疗效，国药化毒丹首次推出大型帮扶救助活动，本次活动只提供
100 个名额望广大患者见谅：

（省内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活动时间：11月 20日— 11月 24日

原价：1980元(1副药 3 个月)

现价：999999000��元（1副药 3 个月）

银屑病康复救助今日开始

我们承诺：
一、我只需 1疗程，就能全面把

你的牛皮癣、头癣、体癣、股癣、手足

癣、花斑癣、湿疹、荨麻疹、神经性皮

炎、脂溢性皮炎、过敏性皮炎、顽固

性瘙痒等各种皮肤顽症一扫而光，

消除瘙痒难耐、红肿一片、皮屑哗哗

掉的症状。

二、我保证让你原来浑身的皮

屑不知不觉全掉光，重新换身又嫩

又滑又让人羡慕的新皮肤，剜掉骨

髓里的牛皮癣毒， 癣病康复抗复

发，快快乐乐的重新拥有一身健康

皮肤生活！

三、 现在告诉一种在家就能

治好牛皮癣，不会让湿疹变成肿

瘤，不会明年再复发，一副就能

让你的癣病成功康复的好方法，

那就是化毒丹，能让你过上正常

人的生活， 现在您只要拨打电

话，前 50 名还有大惊喜，仅限最

后 5 天， 因为限量上市， 所以如

果你报名时间超过了期限，我们

将不再接受你的申请！

一次实验 扬威国际
2011年， 国际皮肤病交流会结

束不久，来自美国、英国、中国、日

本、 中国台湾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的银屑病权威， 在中国西安举行了

一次号称“中外银屑病药物大比武”

的临床效果实验， 参与药品种类达

百种，实验本体百余例，实验小组希

望通过本次大比武， 能够找寻到中

西医治疗银屑病的切合点， 扬长补

短，中西结合，给全世界的皮肤顽疾

患者带来福音！

然而，在实验过程中，一种实验

前不被重视， 编号为 087 口服丹剂

中药，一马当先，过关斩将，拔得头

筹，在短短 1 个月的临床试验中，同

病例绝大多数有很好的效果， 重症

缓解率更是惊人的好， 复发感染率

几乎为零， 这一疗效让在场的所有

国际权威专家目瞪口呆， 更视为业

界的奇迹！

在反复核对、审查、复审之后，

实验小组终于把编号为 087 的口服

丹剂中药公布出来： 他就是来自中

国的“化毒丹”。

吉林传奇名医
——陈光华

在吉林一带，提起一代名医，治

癣奇人陈光华， 几乎无人不知无人

不晓，令他声名远扬的，就是其祖传

秘方———古方化毒丹。 凡久治不愈

的银屑病，只需一副药，即可药到病

除，效果堪称神奇。

陈光华老先生已经年近八旬，

是古方化毒丹第 32 代传人，7 岁跟

随祖父采摘研磨中药，10 岁时在父

亲的督促下开始熟读《黄帝内经》、

《千金方》等医学典籍，因为长年伺

医耳濡目染，以及祖父、父亲的口

授亲传，21 岁时就能够独立行医，

尤其擅长银屑病的诊断和治疗。从

医 60 余年以来， 陈老积累了丰富

的临床经验，经他之手治好的皮肤

顽疾患者已经不计其数。经过陈老

改良的化毒丹秘方， 通过扶脾、润

肺、调肝，五脏六腑综合调理，治疗

银屑病效果更加显著， 更加快速，

陈老先生更是斩钉截铁， 语出惊

人： 不管你得银屑病多长时间，不

管病情轻重， 我承诺，1 副药就能

告别银屑病！

30 年银屑病
一副药断根

李延军，男，58 岁，患银屑病 30

多年，一直反反复复，因长期服用过

一些含有激素类的药物， 肝肾功能

也受到了影响，自己多方求医，病情

不见好转，而且面积也越来越大了。

经陈老一番把脉诊断， 开了一副化

毒丹， 说：“吃了不好， 我免费给你

治。 ”结果，吃了一副药后，奇痒就消

失了，癣皮也脱落了，露出了新的皮

肤。李延军说：“真没想到，中医中药

这么神奇，这么快就治好了我的病，

真是太感谢了!”

陈老道出缘由：银屑病的病机是

风热湿邪外袭，客于皮肤，人于血分，

而发于肌肤，阻于经脉，日久则气血

虚亏，经脉肌肤失养，干枯脱屑。对于

久治不愈的顽癣，必须深入调理五脏

六腑，使五脏得养，血热得解，血燥得

润，血毒得祛，邪去正安，阴阳平衡，

方能除根！

冬季 牛皮癣不再牛
对于很多银屑病患者来说，冬

季的反复发作给治愈银屑病加大了

难度，2011 年，《中华中医药报》介

绍，陈光华一副药治好顽癣，一治成

名。 上海闵行区 46 岁尹俊杰，自述

患银屑病十几年，至今未愈，花了不

少血汗钱， 在上海各大医院救治都

没结果，中药、外擦药、药浴，甚至还

吃过一些治疗癌症的药物， 副作用

太大，身体受不了，无奈之下真想放

弃治疗……最近几年， 面积越来越

大，全身都长满了，奇痒难耐，晚上

睡觉无法入眠。最后找到陈老，给他

开了一副化毒丹， 服用后， 奇痒消

失，癣皮脱落，摸上去和正常皮肤一

样光滑。这次的康复，让他深切感受

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含义。

陈老说， 治顽癣， 只要抓住病

根，以养血润燥、凉血解毒、活血化

瘀、清热燥湿，使气血畅通，五脏得

养，顽癣就能治好不复发！

治银屑病
就像治感冒一样简单

患有皮肤顽疾的大多数患者多

急、躁、烦、害怕、害羞、心态不平衡，

自气自责、自卑、伤及神志，损伤元

气，五脏失养，相互耗损，致使皮肤

顽疾久治不愈，且越来越重。陈老的

古方化毒丹以扶脾、润肺、调肝、润

燥凉血、滋阴养血等综合调理，使邪

毒从脏腑彻底清除， 一次治愈不再

复发， 清除脏腑邪毒， 辅以润燥凉

血、活血化瘀疏通经络之药，使气血

畅通，告别顽癣才能不复发，被医学

界誉为：“中华治癣无敌方”。

山东济南有位患者崔爱萍，43

岁，她说自己最怕过夏天，炎热的

夏天自己还是穿着长衣长裤，不敢

把胳膊和腿露出来，怕别人异样的

眼光看自己。 得病多年就一直没断

过求医问药， 可是好了又复发，最

近这两年就一直没治好过，2012 年

春天找到了陈老，开了一副古方化

毒丹，吃完后，果然厚厚的癣皮脱

落了， 摸上去和正常肌肤一样光

滑，没想到世界上有这么神奇的药

物，太无敌了。 没过多久，她带着母

亲又来找陈老求治，母亲的病几十

年了，多年来吃药无数，就是没治

好，最后她什么药也不信了，看到

我治愈了多年的顽癣，母亲高兴的

非要亲自找陈老诊治。 经陈老诊治

后，开了一副古方化毒丹药，吃完

后，母亲身上的老牛皮脱的一干二

净了，简直就是奇迹！ 还是老祖宗

留下的方子好啊！

向西医叫板
我的古方化毒丹能治好

银屑病
陈老说： 皮肤顽疾的病变在皮

肤，病因在血液，病根则在脏腑，单

纯使用西药或者凉血润燥的药物是

不可能完全治愈的。肺主气，外合皮

毛，肺气失调则皮毛不润；肝藏血，

调节血量，肝阴血不足，则皮肤血燥

不荣； 脾为后天之本， 气血生化之

源，若脾失健运，则气血化生乏源，

肌肤失养，所以，根治皮肤顽疾必须

扶脾、润肺、调肝综合调理，使得血

热得解，血燥得润，血毒得祛，从而

邪祛正安，皮肤顽疾才能得以康复！

陈老说，经我手治疗的银屑病患者，

治一个，好一个，而且一副药就能康

复！ 这种说法， 引来国际皮肤病专

家、 英国皮肤病研究中心温斯顿教

授的公然挑衅， 非要让陈老亲自治

一治。 温斯顿本身患有皮肤顽疾 10

余年，一直服用西药治疗，可就是无

法摆脱复发的命运。 陈老一直推广

中医中药治疗银屑病， 这是宣扬中

医文化的大好机会。 在公众媒体的

关注下， 温斯顿只吃了一副古方化

毒丹，从快速上治好了银屑病，且没

有复发的迹象。温斯顿连称神奇，从

此对中医中药佩服不已！

千年丹丸古法
今日再现神奇

在科技发达的今天， 中成药的

剂型主要有胶囊、片剂、口服液，还

有就是制法繁杂的丸剂。 胶囊、片

剂，进入人体后，都需要经过“二次

加工”，变成液态状才能吸收，这样

就造成了药效无法全面发挥其效

力， 而且减缓了药物有效成分到达

病灶的速度； 而口服液或者自己在

家煎煮的中药液，其浓缩程度、熬制

程度和药效发挥程度与古方丸剂比

起来显然略逊一筹。所以，丸剂是发

挥中药效力的很合理的剂型， 其取

汁浓缩，集中了药物之精华，质纯，

易于消化吸收, 从而使得药效得到

最大程度的发挥;再者使用简单、方

便，无需每天煎药，且甘甜悦口，便

于长期应用。

化毒丹再现现代工艺与古老

丹剂上乘炼法的完美结合。 除保持

丹剂细、滑、醇、和之特性外，更以

MP&HS 后超微技术， 将组方中各

成份分解为粒径仅为几个 μ 的活

性粒子，极大地提高了丹丸的生物

利用度。精研细调，历炼陈香，甘温

滑腴，和缓容蓄，原本滋润，极命调

养，强阳不燥不热，滋阴不寒不滞。

特别是对银屑病“情志内伤、风邪

侵袭” 血热毒盛的“气血虚风燥”

治病本因，一一对应，从银屑病的

病根入手，滋润调养，调节阴阳，全

面清除银屑病复发的可能性！

后 记
为使得我国中药瑰宝——化

毒丹发扬光大，造福百姓。 我国著

名中药企业投入巨资，打造一流生

产线，在保留原方特殊制法的基础

上，精益求精，使得化毒丹的浓度

和纯度大大提高数十倍，药效更是

提高了几十倍，被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批准为正规国药准字号

化 毒 丹 ( 批 准 文 号 国 药 准 字

Z22025703）,并被授予中国中药保

护品种，收入《中国药典》。 经过全

国多家三甲专业皮肤病医院近十

年临床验证，化毒丹治疗银屑病疗

效确切，已经帮助数十万患者成功

摆脱疾病的折磨！

老中医夸海口，语出惊人：银屑病远没有患者想象的那么恐怖，寻常型银屑病绝大部分都可以治好的，但是很多患者病急乱投医，大量激素类药物的滥用，使得患者深深的陷
入治好———复发———再治好———再复发的治疗怪圈，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现在，我可以拍着胸脯说：只有我的秘方才能让您告别银屑病，我承诺：只需服用一副药就可以，不再瘙
痒难耐！ 不再银屑纷纷！ 1 副药就还您一身正常的皮肤，并且，我们白纸黑字，承诺治疗！

银屑病 1 副药就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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