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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到了，一边心情舒畅，一边担心平胸曝光，难道又裹着厚厚的外衣陪男友逛街？ 还是赶在

夏天来临时，喝上一杯清凉好喝的汤立挺燕窝木瓜靓汤吧？ 30 天以后，穿上一件清凉时尚的小背

心？ 想怎么秀就怎么秀，你就是最性感惹火的美胸女郎！

韩流喝汤丰胸

天挺起大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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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V 乳沟 惹的他眼飘飘、

心痒痒：两胸高耸、集中，

不再外扩了， 一道深不见

底的乳沟出现了。 穿上吊

带超级性感。

完美乳房出来了： 灰褐色的

乳头、乳晕颜色开始变淡，像

小女生一样的粉红色， 肉嘟

嘟的， 完美乳房就象刚刚成

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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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房丰满磁力大增：垂头丧

气的乳房开始了快乐的‘二

次发育’， 衬衣的扣子有点

扣不牢紧身衣勾勒出的动

人的曲线。

弹翘挺拔曲线火辣 老公握也

握不住： 罩杯从 A 一下换到

了 D， 老公的手掌都握不住

了，以前松懈、下垂，现在不穿

胸罩，一样傲立胸前。

7 天二次发育 30 天罩杯升级

一杯解决 5大不及格乳房

天挺胸做女人

30

赠品价值为 398元

赠品价值为 1194元

送买

美乳霜

送买

美乳霜

扁平、松驰、瘦小、下垂、走形、乳房粗糙……

韩国新一代丰胸饮品

新交的男朋友对我一切都很欣赏，

包括身材，但我心里还是有一些不安，因

为我坚挺的胸部其实是穿了加厚海棉的

文胸，我真害怕哪一天他要亲密，看到我

的小平胸他会不会气得吐血呀？ 这两天

好朋友纷纷给我支招，隆胸、吃药、注射，

最终我选择了认为最安全的燕窝木瓜靓

汤，30 天喝汤丰胸真的发生奇迹了，胸

围足足增大了 5 厘米， 而且两胸特别挺

拔，圆润有形，弹性十足。 前几天和男友亲密，他调皮的对我说：

“你真是让我握也握不住呀。 ”

记得喝第一口燕窝木瓜靓汤

时就觉得胸有点胀胀的感觉了，而

且口感超好！ 喝了一个星期，乳房

真的变得圆润坚挺了！ 一个月以

后，我开始发现自己的文胸统统变

小了，胸围足足大了一个罩杯。 最

令人惊喜的是，我感到胸部不只是

变大了，还更圆滑、更有弹性了！ 可

惜了我的那一堆名牌文胸呀？ 燕窝木瓜靓汤丰胸效果真

的是又快又好，唯一不足的就是你要记住，一定要提前准

备一些更大号的胸衣了！

喝汤丰胸 30天

男友尖叫握不住

1 过了 18岁，胸部还长不

大、长不高、长不开，乳房发育不

理想的女性。

2 因哺乳、生育、流产,乳房

萎缩,松驰的女性。

3 因年龄增长，出现乳房下

垂、外扩、走形、左右乳大小不一

等情况的女性。

4 乳房肌肤粗糙，颜色暗沉，

乳头、乳晕色素沉淀的女性。

5 身材臃肿或过于枯瘦，曲

线不明显的女性。

抢救“产后缩水胸” 妈妈也能惹火性感

谁说中年女人不爱美， 我偏偏要做个风情万种

的熟女。 自从有了孩子以后就感觉到身材没以前那

么“火辣”了！ 乳房莫名其妙的缩小了，下垂了，老公

也没以前的热情和性趣了，我曾想过做手术丰胸，但

是想想手术的痛苦就忍回去了，还怕手术失败，给乳

房带来“致命伤害”。 早就知道青木瓜可以刺激卵巢

分泌雌激素，使乳腺畅通，达到丰胸的目的。 所以我

选择了汤立挺燕窝木瓜靓汤。 喝了半个月，胸部就恢

复了弹性，乳房一天天往上挺，变得丰满、圆润、而且

在燕窝木瓜靓汤的滋养下乳房还变的更白嫩了，黑

色的乳晕变成了刚刚发育时的粉色。 现在的我，就是

一个惹火性感的妈妈。

喝汤丰胸 30天

小号胸衣全扔掉

400

-

655

-

8830

长 沙：东塘楚仁堂大药房

芙蓉区：火车站阿波罗药柜（北门通道）

天心区：平和堂（五一店 /东塘店）、 南门口好又多药柜

岳麓区：河西通程新一佳药号

株 洲：健康堂大药房（贺家土浩天宾馆面）

湘 潭：健基建营福顺昌医药堂（步步高斜对面）

常 德：武陵阁大药房

岳 阳：为民健康药店（九龙商厦对面）

益 阳：平和堂大药房（陆贾山庄门面）

特

供

地

址

小胸女人可以自己喝汤丰胸吗？

韩国丰胸汤， 神秘配方正式公开

瓜能丰胸，十个女人九个知道，因为木瓜中含有

丰富的木瓜酵素和维生素 A，所以，五花八门的

木瓜汤也成为各大餐馆里女人必点的美食。 科学证

实，只靠吃木瓜就想达到快速的丰胸效果，对于那些

急于丰胸的女性而言还是杯水车薪，就好象不是天天

吃水果就可以马上让皮肤变得光滑细腻一样！ 那么，

有没有一种配方， 或者运用一些高科技提纯手段，可

以更快速的发挥木瓜的丰胸功效，让每个女人不需要

再漫长的等待，更快的达到丰胸美胸的效果呢？

木

2010韩国

丰胸快递

>>>成功提取木瓜丰胸能量素

一杯相当于 27个青木瓜

汤立挺燕窝木瓜靓汤精选上好青木瓜， 结合独

有的专利， 最尖端的超临界冷冻萃取技术和最先进

的乳房腺泡促进理论， 成功提取出新一代木瓜丰胸

能量素———HDS！ 一杯燕窝木瓜靓汤中含有的‘木瓜

丰胸能量素’ 相当于平时一口气吃掉 27 个青木瓜。

彻底打破了干吃木瓜食疗慢的障碍。只要 30 天就能

打造出坚挺、圆润、弹性十足的完美胸型。 就象是乳

房的重新发育。

>>>丰胸同时一次修复七大乳房问题

当木瓜遇上燕窝，不仅仅只是丰胸

汤立挺燕窝木瓜靓汤与其它丰胸产品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能在增大罩杯的同时，修复不完美胸型 ，因为

汤立挺还特别添加了燕窝、野葛根、胶原蛋白肽等营养

提取物。 燕窝是养颜佳品，能加强全身皮肤的光泽度和

紧实度。 所以，无论是先天发育不良、还是后天胸型改

变。 汤立挺燕窝木瓜靓汤都能深层修复、激活、供养，使

乳房细胞二次发育，一次解决胸小、胸平、外扩、松驰下

垂、弹性差、乳晕黑、皮肤粗糙等七大乳房问题，让罩杯

A 升 D，双峰圆、挺、弹、跳、嫩。

>>>全水果、植物配方 同类最高安全级别

“汤立挺燕窝木瓜靓汤”通过国家卫生部、国家质量

监督管理局的检测认证，无重金属残留、无化学成份、无

任何添加剂和防腐剂。 100%水果植物提取，在同类丰胸

产品中首屈一指，可以说，木瓜、燕窝、野葛根、胶原蛋白

肽、蕃茄红素，这些主要成份都是老百姓餐桌和生活中的

常见食物。 所以， 喝燕窝木瓜靓汤就象注射一样快速有

效，象吃水果一样安全稳定。 女性均可放心饮用。

>>>小胸女人可以自制燕窝木瓜汤

达到丰胸效果吗？

既然汤立挺燕窝木瓜靓汤的主要成份已经公开，

那么我们可以自己按料煲汤达到丰胸的效果吗？

结果是否定的。首先，汤立挺燕窝木瓜靓汤的选材有

讲究，用的青木瓜都是尹恩熙国际专门温室培育的，这种

青木瓜中所富含的丰胸能量素是一般木瓜的 20-30 倍，

更重要的是，要想提取‘木瓜能量素’也必须依赖目前世

界上最尖端的－297超临界冷冻萃技取术，而这一项技术

是韩国尹恩熙国际的专利， 别的企业不可能有！ 与此同

时，韩国尹恩熙国际敬告中国消费者，如有雷同成份配方

产品上市，因为专利法保护，他们不可能拥有这项提取工

艺专利，可视为无效产品，请消费者认准购买。

丰胸热线：400-655-8830

在韩国， 一种比单纯喝木瓜

汤， 吃青木瓜丰胸效果快一千倍

的神奇的“丰胸汤”正在让无数韩

国女性为之疯狂，60 万韩国女性

一边品尝着这种丰胸汤的清凉口

感， 一边享受着胸部一天天变得

圆润、挺拔的神奇变化！

近日， 这种丰胸汤已经经过

严格的国际 GMP、 国家食品药

品安全质量标准审批，进入中国

市场。 这就是风靡韩国的汤立挺

燕窝木瓜靓汤！

3 月 16 日，韩国尹恩熙国际

发言人正式向中国媒体公开了

这种神秘饮料的配方： 木瓜、燕

窝、野葛根、胶原蛋白肽、蕃茄红

素……, 这些对平常老百姓再熟

悉不过的东西，经过高科技提纯

技术与科学配伍，就是当前最流

行、最快速、最安全的丰胸饮料。

燕窝木瓜靓汤·美胸热线：

市内免费送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