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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吃两三天冬虫夏草，人体的
五脏六腑、血液、神经都开始发生变化，血液循
环顺畅、毒素开始分解，但由于变化细微，很多
人都感受不到，认为冬虫夏草起效慢。

当吃到五六天、一周的时候，变化就比较明
显，一些人就可以感受得到了。 特别是一些失眠
患者，明显感觉到睡的时间长了、睡得踏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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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数人服用到十天都感觉到效果了，表

现最为显著的如：睡得踏实了；浑身有劲了；头脑
清楚了；有精神了；不起夜了；尿频、尿急没有了；
小腹也不坠痛了；眼前的“小蚊子”也没有了；皮
肤也感觉水灵了；活力也回来了！

当然， 服用十天以后的这些变化只是说明
了冬虫夏草起效了，这个时候就要坚持服用。据
临床试验和很多消费者服用后反应： 连续不间
断服用 6 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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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有众多“返老还童”的表现。

吃 6个月冬虫夏草
奇迹一个接一个

低价三无虫草
谨防上当受骗

正宗冬虫夏草，每天只需 9块 8
■挤干价格水分，砍掉中间环节，每天只需 9.8元，就能吃得

起西藏那曲顶级“藏秘雪域牌冬虫夏草”。
■正宗冬虫夏草都具有国家卫生部批准证书、权威检验报告

和GMP生产证书，凡不具备以上三证一律为假冒劣质产品。本产
品相关证书详见见本版右下角。

■藏秘雪域冬虫夏草全国销量最大、采购量最大，价格已达
行业极限，谨防每天只需 3、5元的劣质虫草。

每天卖出 2万盒 薄利多销也盈利
自从藏秘雪域冬虫夏草公司的刘总宣布，藏秘雪域冬虫夏

草胶囊每盒只挣钱 2元钱的活动开始之后， 就遭受到来自各个
方面的质疑和压力，只挣 2元钱公司怎么维持发展？ 只挣 2元钱
质量能不能得到保证？面对质疑和压力，藏秘雪域冬虫夏草用日
销售 2万盒的事实回应了质疑者，只挣 2元也有利润，只有老百
姓吃的起，有效果，治好病企业才能有盈利。

破壁技术让百姓吃得起虫草
西藏那曲的科研人员经过十几年的艰苦探索， 终于克

服了重重困难，采用超低温超微粉破壁粉碎技术，成功解决
从草不破壁，吸收不完全的问题，经过破壁后的冬虫夏草吸
收和利用率提高了 3 倍， 以前一天需要吸收 40 元的虫草，
现在只需花 10 多元就能达到同样的吸收率。 降低了成本，
也为患者减轻了负担。

■ 消费警示

顶级西藏那曲冬虫夏草的市场价高达数万元。 由于藏秘
雪域冬虫夏草从藏民手中集中大量收购，成本大幅降低，全国
销量最大，日服用价格只需 9.8元，已达行业极限。

专家指出： 部分不法商贩兜售劣质产品， 宣称每天只要
3、5 元，是因为以藏秘雪域淘汰的虫草残渣为原料，经手工作
坊加工，未经过卫生部审核批准，对身体伤害极大。 鉴别正宗
冬虫夏草，务必认准以下 3点：

第 ： 认准包装盒上“小蓝帽”标记
专家指出： 经过国家卫生部批准的产品必须在外包装上

明确标示“小蓝帽”标记，这是国家权威部门对产品效果的唯
一认证标志。

部分私人作坊选择被淘汰的低档虫草和劣质虫草残渣，其
中含有铅、汞、铬等重金属以及大量细菌、寄生虫。 手工作坊无生
产资质，直接研磨粉碎后灌装胶囊，以三、四十元的极低价格兜售
给消费者。 服用这种产品，不但没有任何药效，反而造成重金属
中毒、细菌感染、寄生虫感染等严重疾病。 消费者切不可贪图便
宜，随意服用！

第 ： 认准国家卫生部权威认证
国家卫生部明确表示：冬虫夏草作为名贵中药材，必须经

过卫生部门严格审查认证，并授予卫食健字批准文号，方可上
市销售。 凡未经卫生部认可，由私人作坊生产的冬虫夏草，均
属违反《食品安全法》第五十条规定的严重违法行为，食用该
类产品，品质、效果、安全均无法得到保障，消费者应立即向工
商、药监等部门举报，并按国家法律索取十倍赔偿。

藏秘雪域选用世界最好的西藏那曲冬虫夏草， 经国家卫
生部认定具有“提高人体免疫力”显著功效。 被授予“卫食健字
（1998）第 111号”的唯一论证文号。

第 ： 认准GMP认证大厂生产
藏秘雪域冬虫夏草公司，拥有全国一流的生产设备，全国

最先进的科研团队， 是全国屈指可数的药品 GMP认证达标企
业。原料进入厂区后，依托严格科学的提取设备，采取超低温超
微粉碎技术，实现虫体破膜、子座(草)破壁，吸收率提高 90%，保
证产品高含量、高药效、高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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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销全国 5年销售量遥遥领先！
藏秘雪域冬虫夏草重磅回馈湖南人民！
一年一次，全城抢购，今天开始！

吃冬虫夏草
10种病有功效
1、术后产后身体快速硬朗
2、三天远离严重失眠多梦
3、抗疲劳,精神好,胃口好
4、护心养老，代替救心丸
5、急慢性肝炎，不怕癌变
6、止咳平喘，一周见效
7、肾虚肾亏，一夜变强
8、直接抗肿瘤，抑制生长和转移
9、放化疗，减轻不良反应
10、糖尿病，并发症不可怕

仅仅5 个多月，身体状况全面恢复，
精气神十足，失眠、便秘、胃口也好了很
多，人也越来越年轻，回到熟悉的舞台，
再次找回 30岁的风采，不禁泪流满面！徐
老师是本地有名的话剧演员，这几年身体
状态不佳，迫不得已离开舞台，整天整天
的唉声叹气，焦躁郁闷，老伴和女儿都躲
着她！

徐老师的女儿前段时间看见报纸上
报道了“藏秘雪域冬虫夏草”，像捡到宝
样的，赶紧买回来，在母亲节那天送给母
亲。慢慢的徐老师发生了变化，现在又回
到舞台，大家都不敢相信徐老师是 60 岁
的老太太！

女性更年期综合症 :脱
发、焦虑、便秘、皮肤粗糙等

60 岁老太又找回
30 岁的风采刚到 40 岁，就出现尿频、尿急、腰

酸、两腿无力。 酒桌上不敢多喝，酸的、
辣的不敢多吃，看着自己越来越不像男
人，赵总十分苦恼。

燕窝、鱼翅、鲍鱼、吃了不少，又吃
了多种治疗前列腺的药，都只是缓解症
状，治标不治本，反反复复还是发作，越
吃身子越虚。 一位教授推荐赵总服用冬
虫夏草，激活脑垂体，促进血液循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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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焕发，好像年轻了 20 岁，夫
妻之间非常甜蜜。 如今停服半年了，一

直没复发。 赵总常说：十顿燕窝，鱼翅都
比不上冬虫夏草胶囊啊！

成功男人 白天晚上都精彩
吃 6个月冬虫夏草，告别气虚体弱、腰酸体乏、记忆力减退……

有关部门：低价劣质虫草危害大
才吃了几天冬虫夏草， 晚上睡得可

香了，整个人精气神十足，头不晕了，也
不乏力了……面对这样的改变， 刘教竖
起大拇指， 授直夸藏秘雪域冬虫夏草太
好了！

由于身体不好， 刘教授早早的就从

合肥某高校退休，高血压、高血糖一直困
扰着他，每天大把大把吃药，把肝都给吃
坏了，身体每况愈下！ 干了一辈子教书育
人的工作，没想到是这个下场，愁得连觉
都睡不好。 听人说冬虫夏草是保健圣品，
刘教授每月四五千的退休工资都花在买

冬虫夏草上了，后来，老同事告诉他，“藏
秘雪域”冬虫夏草比一般虫草还要好，吸
收率大多了，价格也不贵！ 刘教授听了这
话，赶紧买了 50 盒，现在身体可硬朗了，
什么病都没有！ 现在逢人就说藏秘雪域
冬虫夏草是神药！

气虚体弱 吃冬虫夏草身体壮
失眠、肾虚、高血压、高血糖……长年大把吃药，身体伤不起！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保健食品 GMP证书

国家卫生部门
权威检测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健食品批准证书

相当于每天只需 9.8元，打进电话，还有更多惊喜！
立省 29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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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直销

库存全面告急，活动即将结束，每天仅限 100 名，每人限购 60 盒

省内经销地址： 长沙：火车站阿波罗广场药号，东塘楚仁堂大药房（神禹大酒店旁），东塘西养天和大药房和潇店（百幸鞋业旁），侯家塘新一佳药品
柜，河西楚济堂大药房(枫林宾馆大门右侧)，湘春路楚济堂大药房(陋园宾馆斜对面)，南门口大药房（原好又多药号），平和堂大药房，

马王堆誉湘大药房（银港水晶城），新开铺新一佳康寿大药房，河西通程新一佳药柜，西站康寿大药房（进站口对面），榔梨：九芝堂连锁，星沙：旺鑫大药房（四区凉塘
路 96号），望城：九芝堂康民药店(电力局对面)，浏阳：仁济药店（中医院下 50 米），宁乡：开发药号（人民北路 1 号）株洲：健康堂大药房 (贺家土家润多超市往北区斜
对面)，湘潭：市一中新校门对面贵福康药号，河东福寿昌医药堂(建设南路华凯站华宇大酒店南侧)，益阳：平和堂大药房(陆贾山庄门面)，衡阳：国兴药房（岳屏公园东
大门对面），岳阳：为民健康药店（九龙商厦对面），常德：战备桥大药房（战备桥红绿灯路口）

打进电话订购者，有更多惊喜！

活动倒计时

最后 天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