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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发变黑快得像变魔术似的神奇

刚三十出头的孙先生是长沙某广告公司经理，因为从

事广告行业，几乎每天都要对着电脑 10小时以上，甚至加

班至凌晨；工作压力大，且经常应酬，烟酒不断。 从去年开

始出现白发，开始时头顶和两边比较多，渐渐的白头发越

来越多，到后来几乎满头白发了。老婆最怕跟他一起逛街，

几次碰上老婆同事打招呼：“陪爸爸散步啊？ ”搞得几天都

心里难受。 有天老婆下班回来带回一盒“百虹水晶清水黑

发”，刚开始使用 10分钟后，满头白发就变黑了，神奇得像变魔术似的，一个月

后，头发又黑又亮，再也没长白发了，仿佛一下年轻了 10岁！ 现在孙先生做什

么事都自信心十足，走到哪都受美女关注！

有了“百虹水晶” ，再也不担心染发危害了！

长沙某高校的钱教授平日很讲究形象， 由于白发较多

就经常染发， 自从看到中央电视台介绍染发容易致癌的报

道后，就再也不敢染发了。可是白发日益增多成了钱教授的

心病，上个月，一名学生送他 2 盒“百虹水晶清水黑发”，告

诉他这是目前最流行的新产品，特别安全有效。钱教授打开

瓶子一闻，一股清香的味道，用后一照镜子，头发又黑又亮，

高兴得见人就夸：“百虹水晶清水黑发”真好，再也不用担心染发的危害了！

有了“百虹水晶清水黑发”，方便又省钱

家住南湖小区的宋师傅，为了三个子女、为了家操劳了一辈子，头发白了

一大半，每个月就要去理发店染一次，每次都要在理发店等上大半天时间，染

出来的头发颜色象锅底灰似的，黑的一点都不自然，而且每个月光染发就要

花掉 100多元，实在是费神费钱，划不来。 女儿蛮孝顺，给买了一盒“百虹水晶

清水黑发”，第一次开始使用后，头发就又黑又亮了，宋师傅当时真是又惊又

喜，真是太方便了，而且一盒能用 4-6 次。 还省了平时用的洗发水，真是又省

时省钱。

太好了！ 从此摆脱了白发的烦恼

钟先生 16 岁就到汽修厂当学徒，白手起家，经过 20 年打拼现在拥有几

千万的身价，因为太操劳，而立之年就已是两鬓花白，由于应酬需要，只好频

繁的焗油，致使头发严重受损，而且出现了严重的脱发现象。 后来，一位客户

给他带了几盒“百虹水晶清水黑发”，告诉他这是纯天然植物配方，可以试试。

钟总半信半疑，一个月后，竟然发现头发变得黑亮自然，真没想到会有这么好

的效果，以后再也不用染发了！

头发又黑又亮，比染发漂亮多了

我是遗传的少白头，才 20多岁就白了将近一半，看起来象 40 多岁的人，

谈了几个女朋友都因满头白发分手了。 每次染发后，看到自己头发象木炭一

样，没有一点光泽，而且还因染发造成大量的脱发、心情非常难受。现在好了，

用了百虹水晶清水黑发后，我的头发又黑又亮，光泽自然，越看越喜欢。“百

虹水晶清水黑发”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只要洗洗头就可以了，省时又省钱，再

也不用去发廊染发了！

信不信由你，白发变黑了，可洗出来的水还是清的！ 新式黑发技术，让人赞不绝口，惊喜连连！

方青卓

黑头发能让人看起来更年轻，可要染黑又特别麻烦，

现在好了，一种刚刚研制成功的黑发技术，正在全国各大

城市上演一场“黑发革命”，清水就能洗出自然亮泽的黑

发，整个黑发过程，清清爽爽，干干净净，让白发问题变得

简单，不用再担心会弄脏毛巾、被子、衣领和枕头了。

惊喜一： 膏体透明如水晶，第一次见哦！

这个“百虹水晶清水黑发”，透明如水晶一样，还是第

一次见哦！清清爽爽，干干净净，还带一股淡淡的芳香，闻

着看着都舒服，第一眼就喜欢上了！

惊喜二： 好简单！ 抹一抹，梳一梳，头发就黑了！

更让人惊奇的是，冰冰凉的，抹在头发上还挺舒服，

梳一梳，一点都不刺激！梳着梳着，不知不觉，几分钟头发

就变黑了，可用手一摸，粘在手上的还是那种透明清澈的

液体，再对镜一看，头皮也是白白的，真不错！

惊喜三： 洗一洗，不可思议，洗出的水还是清的！

实在太不可思议了，用“百虹水晶清水黑发”，头发变

黑了，可洗出来的水还是清的！这点实在太出乎大家的意

料了。 清水就能洗出黑头发，实在是绝！

惊喜四： 太神奇了，白毛巾怎么擦还是那么白！

冲洗完，用白毛巾来擦干，白毛巾也会是白的吗？ 说

实话，这个问题此刻还真会让人心里打鼓！ 不信的话，就

亲自体验一下吧！ 当冲洗完后，用白毛巾擦干，一擦“没黑

呢”！ 再擦，“还是没变色哦”，“真的不掉色啊！ ”“哇，头发

都擦干了， 白毛巾还是那么白” ……新式黑发技术产品

“百虹水晶清水黑发”在全国一上市，效果验证，人人皆

惊，口碑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的白发人一边擦，一边

欣喜得不断尖声大叫，赞不绝口！ 用过都说想要推荐给所

有的亲朋好友使用呢！

白发变黑 进入“清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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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新式黑发，边洗边尖叫！

一场激动人心的“黑发革命”已经到来，白发变黑从此变得如此简单、干净、环保！ 一梳一洗，一头白发摇身变黑发！ 冲一冲，洗出来的水还是清的！ 真正的清水洗

黑发，不黑皮肤、不黑水，不脏枕头、衣领！ 黑得自然、柔顺、芳香，植物配方，安全，连头皮屑都没了！

透明膏体为何能让白发变黑？“百虹水晶清水黑发”的主要成分是从

海藻等多种海洋植物中提取的黑发精华和植物蛋白，是性状犹如琥珀、翡

翠般晶莹剔透的双色水晶组合，利用天然植物蛋白结合变色离子技术，让

白发自然变黑。 它渗透力超强，白发迅速变黑，颜色自然持久不褪色。

只黑头发不黑头皮不黑脸，为什么连洗出的水都是清的？ 这正是“百

虹水晶清水黑发”的神奇之一。 是其它产品难以超越和复制的。 由于头发

与头皮的结构是不一样的，“百虹水晶清水黑发”内所含的植物蛋白，能准

确识别头发与众不同的蛋白结构，做到只黑头发不黑头皮不黑水、不脏衣物。“清水黑发”名符其实！白发一黑，整

个人看起来精神倍增！ 越早使用，越早拥抱黑发的年轻与自信！

刚黑的发，不仅颜色自然健康，为什么还能那么柔顺？“百虹水晶清水黑发”，内含植物原生态完全修护成分，

黑发的同时，能对头发进行充分调理，补充头发所需的氨基酸和维他命，修复毛鳞片，黑发、护发、固发、焗油、修

复、保湿六大功效，一步到位。 黑出的头发像焗过油般顺滑亮泽、色泽自然持久。

白发人三问

“百虹水晶清水黑发”

轻松快捷：太方便了，随时随地，梳在

头发上，过一会儿，冲洗一下就变黑了。

干净环保：透明得像水晶一样，抹在头

发上，一点都不刺激，看着用着都挺舒服。

头发变黑了，洗出来的水还是清的，更不用

担心会弄黑头皮了。

健康安全：植物原生态产品，环保型配

方，不黑头皮，不伤发，安全，包装盒上明确

注明不含间苯二胺。

颜色持久：再也不用担心头发掉色、弄

脏衣服和枕头了。

黑 亮 自

然：头发变黑

后， 没有瑕

疵，黑发的过

程同步完成

护发和焗油

的功能，头发黑亮自然、光滑柔顺。

省时省钱：“百虹水晶清水黑发” 双色

水晶组合，长头发可 2-3 次，短发可用 4-6

次，只需花外面染发十分之一的价格，就可

以自己在家轻松把白发变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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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在用传统的染发？ 黑发一定要安全！ 大家都纷纷改用“百虹水晶清水黑发”啦！

长沙：河西楚济堂大药房(枫林宾馆大门右侧)

东塘楚仁堂大药房(神禹大酒店东侧)

湘春路楚济堂大药房(陋园宾馆斜对面)

红星步步高楚济堂大药房(红星步步高超市内)

五一广场平和堂药号

东塘平和堂药号

南门口大药房(原好又多药号)

五一广场王府井大药房(王府井百货负一楼)

火车站仁寿堂药号(五一路口晓园数码城一楼)

河西通程新一佳负一楼药品柜

马王堆誉湘大药房（马王堆银港水晶城）

火车站楚明堂大药房（三九楚云大酒店一楼）

火车站阿波罗广场药号

东塘养天和星城大药房

黄金海岸楚明堂大药房（北国风光正对面）

湘江世纪城楚明堂大药房（肯德基旁）

观砂岭楚明堂大药房（新一佳超市内）

东风路楚仁堂大药房汽车城店

火星镇楚济堂大药房（凌霄路天泰花园一楼）

车站南路新一佳楚明堂大药房（桂花路交汇处）

井湾子新一佳二楼崇源堂大药房

华夏庆元堂大药房开福店（新河大市场斜对面）

橙子街庆元堂大药房（林科院步步高超市旁）

晚报大道庆元堂大药房（晚报大道上海文峰旁）

新星小区庆元堂大药房（新星小区圭塘路）

德雅路庆元堂大药房（盛旺超市斜对面）

星城世家庆元堂大药房（人民东路星城世家门面）

恒盛世家庆元堂大药房（临木莲冲路恒盛世家）

雨花亭庆元堂（新建西路教育电视台西侧）

高桥庆元堂大药房（广州服饰城东门左侧）

侯家塘新一佳药柜

香樟路金药堂大药房（民政学院对面）

南湖路楚济堂大药房（南湖医院旁）

新开铺新一佳康寿大药房

浏阳：免费送货电话：13975871393

��������仁济药店(中医院下 50米)

星沙：新一佳楚济堂大药房(新一佳超市内)

���������旺鑫大药房(星沙四区凉塘路 96号)�

望城：九芝堂康民药店(电力局对面)

宁乡：神洲大药房（人民中路苏宁电器对面）

开发药号（人民北路 1号）

株洲：免费送货电话：15802653222

贺家土健康堂大药房穴建设中路浩天宾馆对面雪

平和堂药号穴东门一楼雪

醴陵：湘东大药房（湘东医院正对面）

湘东大药房一分店（明珠大酒店对面）

茶陵：得康大药房（摩托车大市场）

湘潭：免费送货电话：13975831119

市一中新校门对面贵富康药号

河东福寿昌医药堂(建设南路华凯站，华宇大酒店南侧雪

泽仁堂大药房(湘潭宾馆正对面雪

福顺昌医药堂霞光店(莲城步行街麦当劳对面雪

板塘铺：福顺昌医药堂(铭杨世家一楼)

湘潭县：易俗河仁康大药房(银杏路步步高旁)

湘乡：龙城药店(新湘路家佳源超市对面)��

常德：免费送货电话：15211229884

北站民康药号（汽车北站旁）

下南门家润多民康药号

鼎城：民康药号桥南华联超市店

德山：民康药号（十字路口万象超市旁）

汉寿：民康药号（十字街向东 50米建行旁）

桃源：民康药号（金源大厦一楼）

石门：民康药号（石门三岔路平安超市一楼内）

安乡：民康药号（步行街广兴超市一楼）

临澧：民康药号（下河街十字路口）

澧县：民康药号（风彩超市内）

津市：民康药号（建设路广兴超市内）

西洞庭：民康药号（西洞庭亿客隆超市旁）

衡阳：国兴大药房(岳屏公园东大门对面)

��������兴富康大药房(船山路附一医院对面)

��������康泰大药房(江东东风路德泉宾馆旁)

西渡：人民大药房（人民医院旁）

耒阳：济生大药房（人民医院正对面）

祁东：洪城大药房（人民医院往前建行隔壁）

衡山：正一堂药铺（老电力局路口）

岳阳：免费送货电话：0730-8833375

步行街你好大药房

友谊医药商场（土桥店）

泰和医药商场（沃尔玛负一楼）

城陵矶大药房

岳化：香云堂大药房

长炼：长岭大药房

汩罗：金城大药房（高泉南路）

临湘：临湘大药房（南正街小商品市场对面）

湘阴：步行街百信大药房

华容：益康大药房（公安局对面）

平江：华生大药房（北街犁头嘴）

屈原：百信大药房（农贸市场对面）

岳阳县：巴陵大药房（万福来酒店旁）

益阳：免费送货电话：15973780776

��������平和堂大药房(陆贾山庄门面)

��������金泰大药房(康福路益师附小对面)

桃江：家润福大药房（步步高超市内）

安化：益汉大药房大码头店（原益民大药房）

南县：赤沙大药房（华泰宾馆一楼门面）

邵阳：免费送货电话：15873937191

��������时珍大药店（宝庆中路中心医院对面）

大德生药号（第一人民医院对面）

邵东：仁爱大药房（三完小对面）

隆回：金茂药店（金茂超市内）

洞口：福康大药房（一桥南左拐）

武冈：东塔药店（师范斜对面）

新宁：泰寿堂大药房（西站往东 50米）

娄底：免费送货电话：13786885345

��������一品康大药房(市一中操场对面贤童街口)

��������天天好大药房(市财政局旁)

新化：南门湾康一馨大药房

冷水江：振康药房

双峰：永济堂（新华联超市旁边）

涟源：康一馨大药房光明山店

郴州：免费送货电话：13607358526

���������友谊中皇城斜对面百姓福大药房

桂阳：百姓大药房 永兴：百草堂药店

资兴：新区步行街药店

永州：免费送货电话：15211609183

��������康源大药房(市委正对面)

零陵：永宏大药房（商业城旁）

宁远：仁德大药房（县工商局对面）

祁阳：民生大药房人民路店（人民路红绿灯旁）

怀化：免费送货电话：15897428599

��������东方大药房(中心市场佳惠超市对面)

河西百信药店(明珠大酒店斜对面)

芷江：天龙药店（钟鼓楼）

新晃：春天大药房（老汽车站对面）

靖州：梅林国药店（梅林路 351号）

沅陵：物茂大药房 溆浦：朝阳桥大药房

张家界：寿康大药房（解放路影视城对面）

慈利：养生堂大药房（胜汉步行街正对面）

吉首：免费送货电话：14786873820

��������健安药店（市一中桥头旁）

龙山：久知堂大药房（新建路 53号）

花垣：华芝堂大药房（西门口农贸市场入口）

优惠一：精品装原价 76元 /盒，特惠价 49.5元 /盒，

环保家庭装特惠价 198元 /盒；

优惠二：买一盒环保家庭装送一盒精品装；

优惠三：买二盒环保家庭装送一盒环保家庭装。

（注：一盒环保家庭装相当于五盒精品装，更环保、更划算！ ）

黑发电话：0731-

家庭装起湖南免费送货,外地免费邮购

82805183

特惠截止日期锁定：7月 31日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