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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皂米汤热销
不是买，是抢！

近日，一个神奇的“野生皂米瘦身汤”
火爆长沙市，药店经理看的目瞪口呆：“在
这行干了这么多年，第一次看见一个产品
火成这样，根本不是买，是抢！ ”很多人托
关系找熟人， 就为了这种神奇的皂米汤，
“洗”掉老肠油，减掉全身 18 处肥肉。

喝过的人总结： 皂米瘦身汤有一种独
特的米香味，不到一周就减掉 9 斤，原本
合适的裤子，开始往下掉了，衣服也变肥
了。 不管是多顽固的肥胖，只要按周期喝，
都能减到标准体重； 想减几斤就减几斤，
想减多少，自己说了算，第一次遇到这么
神奇的减肥产品。

据知情人透露， 这种神奇的野生皂米
瘦身汤，源自云南苍山，发明人绰号“白九
斤”。

减肥一绝
民间有个“白九斤”

根据这一线索， 笔者找到了隐居在云
南大理苍山的皂米减肥大王：白九斤。

白九斤，原名白崇焕，今年 70 高龄，曾
是清代御医传人，16 岁随祖父到台湾坐诊
行医，九十年代赴韩国研究减肥，回国后
隐居在盛产药材的大理苍山。 因为他发明
的“皂米瘦身汤”，能洗掉老肠油，一副就
能减九斤体重，绰号“白九斤”。

《清帝实录》记载：光绪帝宠妃患肥胖
症， 白九斤先祖用云南特产的野生皂米，
配制了一副“皂米洗油汤”，只用一个月，
宠妃减了 16 斤，腰如细柳、腿如鲜藕。

皂米瘦身汤
吃和不吃绝对不一样
可现实跟白九斤开了玩笑， 白老先生

女儿白丽萍，是个典型的“吃货”管不住自
己的嘴，不吃就心慌，长到 19 岁，身高 160
厘米，体重却高达 150 斤，是个十足的大胖
子。

“我上大一那年，苦苦追求一个男孩，可
是他竟然拒绝了我，最后我跟他吵了一架，情
急之下他脱口而出：‘我身边的哥们， 都说你
象个煤气罐，我不会跟一个煤气罐谈恋爱！ ’
我当时哑口无言，回到家大哭三天，那时真的
不想活了。 ”

减肥世家的大小姐， 因为肥胖找男朋
友遭拒，这事传出去岂不让人笑话。 于是，
白丽萍的老父亲， 按照祖传老方配制了
“皂米洗油瘦身汤”。

白老保证：
我一定让你减掉 45 斤
白九斤按照祖传的方子， 采用云南特

产的野生皂米，再增配金银花、罗汉果、玳
玳花、拐枣、桑葚、余甘果等九花九果，组
成君臣佐使的全方，经过七蒸七煮，再发
酵九九八十一天，然后提取而成。 白九斤
跟女儿保证：一定让你减掉 45 斤。

“我一共用了五周期，从 150 斤，减到
105 斤，腰围减到一尺九，我天生就是个吃
货，看见好吃的，两眼就放光，现在，有了
皂米瘦身汤，可以放心大胆的吃了。 追我
的男孩子，排着队！ ”

白老女儿减肥成功， 找他购买皂米瘦
身汤的人越来越多。 据服用过的人总结：
“一副皂米瘦身汤，至少减掉 9 斤肉”。 白
九斤的名声迅速传开。

一言九鼎
白九斤给你三大承诺：
根据服用者的感受， 白九斤总结出几

条经验；
无论你多胖、 多顽固的肥肉， 最快 2

天，最慢 7 天都能看到效果；无论你减肥
多少年，失败多少次，只要你按周期服用
皂米瘦身汤， 你想减几斤就能减几斤，达
到标准体重，并且不再反弹，皂米瘦身汤
是你减肥的最后一站；

为此，白九斤做出如下承诺：
1、 一次性减彻底，9 斤、18 斤、27 斤、

36 斤、45斤......想减多少，你说了算。

2、不用运动、节食，没有头晕、腹泻等
副作用，健康减肥，并且还有美白嫩肤的
作用；

3、皂米瘦身汤是你减肥的最后一站，变
成瘦人体质，再怎么吃都不会胖，肥肉不再
反弹；

信我的想减多少你说了算
不信我的给座金山也枉然

2010 年， 重庆一位房地产公司老总，
派人送来九万块钱，想邀请白九斤去重庆
帮他女儿减肥。

“我断然拒绝了，别以为有钱能使鬼推
磨， 我对待胖人， 不管有钱没钱， 一视同
仁。 ”

三天后， 这位老板开着宝马带着女儿
杨冰冰来了，这位富家千金，身高 1 米 65，
体重 165 斤，属于顽固性肥胖。

“医生说我顽固型肥胖，吃过进口的减
肥药、减肥茶，还用过进口的精油，做过瑜
伽、按摩什么的，都不管用。 即使饿上一个
月，也只能瘦 3 斤，就又反弹了。 喝皂米瘦
身汤后，不到半年就减了 60 斤，先是瘦了
肚皮和脸蛋，然后瘦了大腿和胳膊，到现在
一年多了，也没有任何反弹的迹象，穿什么
衣服都好看，吃什么东西都不胖，男人看了
眼馋，女人羡慕嫉妒。 ”

检验员拍案叫绝
就像“肥皂”洗掉肠油
为了证实皂米瘦身汤的效果， 我们辗

转采访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检验
员李燕。 据李燕介绍：皂米瘦身汤的确是
在我们这里做的检测，一开始我根本不相
信这个东西有这么好的效果！ 然而在检测
中发现，皂米里面含有一种特殊的蛋白质

“皂米肽”，这种成分具有天然的脂肪分解
特性。 众所周知，野生皂米和皂荚一样，都
生长在皂荚树上。 制作肥皂的皂荚，就有
天然的“洗油”特性，而皂米的“洗油”特性
和皂荚几乎一模一样，把皂米称作“可以
吃的肥皂”一点都不过分。

皂米就像肠道里的“肥皂”，皂米中的
“皂米肽”进入人体后，快速溶解脂肪，洗掉
老肠油，减掉大肥肉；让大脂肪变小，小脂肪
变碎，然后排出体外，迅速减掉全身十八处
肥肉。

产后瘦身 减掉大肚子
有趣的是，通过这次检验，李燕也成为

了白九斤的铁杆粉丝，“我检测过的减肥
产品，有一百多个，从来没有吃过任何一
个。 但是，这次是真的动心了，忍不住想试
试皂米瘦身汤。 我生完孩子减肥就一直没
成功过。 喝皂米瘦身汤， 第 3 天就感觉裤
子松的直往下掉， 第 5 天不便秘了，20 天
双下巴尖了，肚子缩回去了，尤其是原来
的大肚子，象三个游泳圈，肥肉晃晃荡荡
的，现在减成了小蛮腰，又紧又瘦，皮肤也
白白嫩嫩的，两个月瘦了 20 多斤，是我所
有闺蜜里产后瘦身最快的。 ”

李燕说：“后来我给白老先生认了错，
皂米瘦身汤不仅没有任何违禁成分，连色
素、香精都没有，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毒副
作用，未满 7 岁的孩子都能吃。

皂米瘦身汤
吃几天就有奇迹发生
无论是白九斤的爱女吃货白丽萍，还

是变身嫩模的学妹赵紫薇，以及产后瘦身
的检测员李燕，包括富家千金顽固性肥胖
的杨冰冰，已经有十几万人喝皂米汤成功
瘦身，皂米瘦身汤不仅风靡北京、上海、深
圳各大城市，很多日韩、欧美的明星也纷
纷加入皂米减肥的时尚大军。

韩国影视明星金泰喜、日本女星广沫
凉子、好莱坞女星珮内洛普，拥有魔鬼身
材的秘密，也是服了中国皂米瘦身汤。

皂米被称作减肥瘦身的“性感米”，吃
几天，就有奇迹发生，腰细了，大肚子没
了，臀部翘了，皮肤白嫩了，很多男性朋友
和老年朋友，也加入皂米瘦身的队伍里。

想减几斤你说了算
房地产老板：开宝马送九万，请其出山———断然拒绝
普通网友：亲手配制随时调整，一副汤减九斤———不瘦赔钱！
云南减肥大王白九斤向全国网友公开叫板：

今日看点：

事件回放： 近期网络疯传的京城大胖妹变嫩
模，引起众多网友热议，经百余网友人肉搜索最终
锁定北京某大学在校学生赵某某， 据赵某同学介
绍，赵某由胖妹摇身变嫩模，成了校园里的热门话
题，赵某几乎成了该校外语学院学生的偶像！

赵紫薇，北京某大学学生，20 岁的她，体重高
达 180 斤。 过多的体重给内脏带来严重负担，不仅
有重度脂肪肝，还有呼吸暂停综合症、高血压等慢
性病。 吃过无数的减肥药、减肥茶，经常腹泻、头
晕，却没什么效果。 赵紫薇看了皂米减肥的新闻报
道，不远万里，找到白九斤。

“开始的 7 天，我整整瘦了 9 斤。 妈妈来找我
的时候，差点认不出我来。 到现在，体重 99 斤，整
整瘦了九九 81 斤，也不腹泻、不头晕，你看，连最
难减的大腿也减下去了，双下巴也没了，所有的男
同学， 看我的眼神都变了。 被男人追的感觉好爽
啊！ 还有人找我去做模特，让我好激动啊！ ”

一时间，赵紫薇一夜之间变美人的消息不胫
而走，整个校园都因这个神秘事件沸腾，白九斤的
名号被许多胖妹铭记在心，白九斤发明的皂米瘦
身汤被抢购一空，一汤难求……

■1、皂米“洗油”洗掉老肠油，“洗”掉全身 18处赘肉；■2、无毒副作用，连色素、香精都没有，未满 7 岁的孩子都能吃；
■3、无论你减肥几年、十几年，或许这是今生最后一次减肥，不再反弹。

网友求证：人造？ 天生？ 确有其人！

京城大胖妹30 天摇身变嫩模

减肥成功后，赵紫薇看起来青春又靓丽

★温馨提示★
采访结束， 白老先生通过报纸跟

广大读者承诺： 相信我的， 按周期服
用，想减几斤就能减几斤，想减多少你
说了算；不信我的，或者抱着试试看的
态度，随意停服的，劝您趁早别用，以
免砸了白家的百年金字招牌。

白老先生说：“皂米瘦身汤如果含
有违禁成分，我愿意赔偿 10万！ ”

为了让更多的肥胖人群， 体验这
种顶级的高品质瘦身产品， 由全国健
康减肥指导中心发起， 推出皂米瘦身
大型体验活动。

每天前 100 名拨打热线的朋友，
就可获得救助基金 297元！ 100名，只
有 100名。

全国免费咨询救助专线：

400-750-9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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