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虫夏草比黄金还贵的价格，让普通人只在救命之时，才敢问津。如今它除了救命之外，也是九大类病患者首选的康复复用药。

一年吃药好几万 不如一盒冬虫夏草
特别提示：藏达冬虫夏草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冬虫夏草，批准文号：国食健字G20110099

几十部医典将冬虫夏草
誉为圣药，治百病效果显著。
比如：

《本草从新》：“保肺益肾，
止血化痰，具回生之用”；

《中药大辞典》：“百药之
王，治诸虚百损至为上品”；

《本草纲目拾遗》：“能治
百虚百损。”；

《柳崖外编》：“冬虫夏草

炖食之，大补。回春效显”；
《柑园小识》：“凡病后调

养及虚损之人，服之愈速”；
《本草正义》：“此物补肾兴

阳，于真寒、脾肾之虚寒转寰”。

失眠人的催眠曲

失眠人痛恨安眠药，第二天头
昏、乏力，好像没睡醒。冬虫夏草像
催眠曲一样，入睡快，睡得香，还没
副作用。

冬虫夏草是从根本调理失眠
的，十天左右即有明显效果；入睡
容易、睡得足，找回自然深睡眠，第
二天体力完全恢复，神清气爽。长
期吃，更能抗衰老，保持年轻。

痰咳喘的圣药

痰咳喘，一星期左右，咳喘减
轻，痰量减少；连服3个月，病情逐
步减轻，直至痊愈。它可以恢复肺、
支气管的功能；清理肺部和支气管
中的垃圾。

吃冬虫夏草的病人，在天气变
化时，病情很少发作，这一点对康
复非常重要。

护心养脑的极品

独自在家的老人突然发病，非
常危险，吃冬虫夏草很必要，它能
大大降低心脑血管病的发病率。

冬虫夏草有极强的清除血液
垃圾的作用，降血脂、降血压，减少
降压西药的用量，从而减少肝肾损
伤，更能改善造血机能，营养心肌，
对抗心脏肥大；它还能恢复血管弹
性，改善血液循环。

冬虫夏草是心脑血管病人的
超级保护神。

肾虚者的回春之药

强肾固本，堪称“世间第一”。
因为肾虚有寒热之分，需区别用
药，很多人因用错药，而越来越差。
冬虫夏草是所有中药里，唯一能阴
阳同补的，无论寒热皆对症，可说
是上天之赐。

冬虫夏草还能保护肾小球细
胞，帮助受损的肾脏恢复功能，是
慢性肾炎不可缺的药。

肝病克星

几乎所有肝病都会引起肝的
纤维化，到了晚期，就无药可治了。
冬虫夏草阻止肝纤维化的效果非
常突出。

它是，肝病克星，可显著降低血
清谷丙转氨酶、胆红素水平，降低血
清Ⅲ型前胶原和曾粘蛋白，升高血
清白蛋白浓度；调节病毒性肝炎的
免疫水平，增强肝炎病毒的清除能

力。冬虫夏草还可消除脂肪肝。

抗肿瘤是硒的4倍

硒，被公认为“抗肿瘤战士”；
但冬虫夏草吞噬肿瘤细胞的能力
是硒的4倍；并能明显增强红细胞
粘附肿瘤细胞的能力，抑制肿瘤生
长和转移。

现在美国，已将冬虫夏草作为
抗肿瘤新药，进入临床三期。

放化疗的“苦海之舟”

它能明显提升白血球和血小
板数量，迅速改善放化疗后的呕吐
恶心、胃口差、头发脱落、失眠等症
状，可说是苦海之舟。长期服用，防
止肿瘤复发。

免疫差、术后、产后者的首选

免疫差、经常生病的人，吃2、3

个月冬虫夏草，会像换了一个人；
体魄强健、浑身有劲。

免疫力是人们不得病的法宝，
免疫差就易生病，甚至是重大疾
病，必须及时进行免疫调节。冬虫
夏草调节免疫的显著效果，是世间
公认的。

术后病人和产后妈妈，伤口和
部分器官处于新生状态，免疫力非
常低，容易感染并发症。冬虫夏草
几乎涵盖了所有康复所需的成分，
包括多种氨基酸、维生素、蛋白质、
微量元素、促进伤口愈合的酶、抗
体等等。

消除糖尿病并发症

冬虫夏草虽然不降血糖，但消
除糖尿病并发症却是不二之选，它
比蜂胶的效果要强很多倍。

降血糖，并不能降低并发症的
风险，因为视物模糊，瘙痒、乏力，
坏疽等糖尿病并发症的真正原因
并不是血糖高，而是血液被污染导
致粥样硬化，随后导致微循环变差
所致。冬虫夏草净化血液，恢复血
管弹性，是从根本上杜绝糖尿病并
发症的手段。

妇科病的“手术刀”

有人将之比喻为妇科病的“手
术刀”。

冬虫夏草滋补肝肾的同时育
阴养颜，更能平衡阴阳，固本培元。
对女性痛经、月经不调、血色黑、阴
道炎、子宫内膜炎、子宫肌瘤等都有
很好的效果，还能推迟女性更年期。

药典称之圣药为百药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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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说，冬虫夏草必须
连吃十天以上，断断续续地吃
没有任何效果，是在浪费钱。
其实，即使吃两三天，对身体
的好处都很多，只是自己感觉
不到而已。

吃两三天后，体内自由基
数量就开始下降，尤其是烟酒
爱好者和浅睡眠的人，体内自
由基高于常人，器官、血管、微
循环等受自由基侵蚀程度比
常人严重，即使断断续续吃点
冬虫夏草，对身体的保护也很
好。

吃两三天后，抵抗力会明
显提高。这种改变自身虽然察

觉不到，但它已经开始替你悄
悄地抵抗病菌和病毒的袭击
了。

多数人觉得吃十天以后，
见效了，是因为达到了一定量
的积累后，出现了较为明显的
变化，比如：睡眠好了、痰咳喘
轻了、腿脚有劲了、有精神了、
不疲乏了等等，这都是抵抗力
大幅增强和自由基全面清除
后的表现。

当然，长期吃是最好的，
很多慢性病自然康复。更有众
多“返老还童”的表现。但即使
断断续续地吃点，得到的回报
也远远大于一般营养品。

专家建议，三类人群正确
服用冬虫夏草：

一、健康人群：保健养生、
对抗烟酒危害、延缓衰老、美
容。每天2—4粒。

二、亚健康人群：睡眠不
佳、乏力、易疲劳、免疫力低
下、易生病、注意力不集中、记
忆力下降、脱发以及各种虽然
不是病，却老是不舒服的症
状。每天4—6粒。吃1个月以
上。

三、疾病人群：各种慢性
病每天6粒，吃3个月以上；肿
瘤放化疗患者，每天6粒，吃6

个月以上。

吃两天都有奇迹发生

冬虫夏草的传统吃法浪
费极大，像炖汤、泡茶、泡酒、
与中药煎着吃，或是用钢磨磨
成细粉吃等等，吸收率只有3-
5%；也就是说吃100根，真正吸
收的只有3-5根；其余都排出
体外，浪费了。这是因为冬虫
夏草的细胞体积太大，且药效
成分裹在坚硬的细胞壳里，不
易溶出所致。

新吃法是把细胞壳打碎，
让药效成分释放出来,再把200

目体积的细胞，打碎成2000目

的超微粒子；体积只有原来细
胞的1/10。这样，吸收率可达
90%；吃100根，能吸收90多根。

一直以来，影响这种破壳
破壁和超微粉碎技术的难点
有两个：

第一、冬虫夏草虫体和子
座(草)须分开粉碎，需要细胞
级的虫体破壳和子座破壁技
术；第二、一般设备超微粉碎
时，会产生高温，把药末烧糊，
药性尽失。

科研人员经过十几年的

艰苦探索，终于克服了重重困
难，采用超低温超微粉碎技
术，成功地实现了虫体破膜、
子座(草)破壁；并将之粉碎成
2000目的超微粉末。而这种粉
末，只要轻轻吹口气，就会消
失在空气中，浪费很大，所以，
科研人员又将之混入菌丝中，
使其稳定后，再装进胶丸里。

新吃法极大地减少了浪
费，每天的服用成本大幅降
低，大多数人都能吃得起。

虫破膜 草破壁 吸收率达到90%

新技术 新吃法 高效省钱

虫草不等于冬虫夏草，
我国现有虫草62种，其中只
有一种名叫冬虫夏草，两者
的价格和功效都相差悬殊。
虫草如亚香棒虫草、蛹虫
草、新疆虫草、金针虫草等
等，都不能称为冬虫夏草。
只 有 产 自 青 藏 高 原 海 拔
3500米—5200米高的高山草
甸和高山灌木丛带的虫草，
才可以叫冬虫夏草，它药用
价值极高，是唯一进入《国
家药典》记载的。

全世界只有青藏高原
的青海玉树州的冬虫夏草
品质最佳。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冬
虫夏草(蝙蝠蛾被毛孢)药用
价值极高，其活性成分如：
虫草素、虫草多糖、虫草酸、

氨基酸等都超过了其它虫
草，其中虫草素含量超过其
它虫草35-40倍，虫草酸含
量超过其它虫草40-50倍，
氨基酸含量超过其它虫草
25-30倍。随着冬虫夏草药
用价值的不断发现，其价格
也是日益高涨，最贵的冬虫
夏草已经卖到 5 0万元 1公

斤。
冬虫夏草作为“百药之

王”，具有“百病皆治、起死
回生”的作用，但传统吃法
需要的服用量太大，费用太
高，大多数人只能望而却
步。藏达冬虫夏草通过国际
国内二大技术降低成本，让
多数人能吃得起了。

世界最好的冬虫夏草产地——— 青海玉树

指定经销地址：济南：大观药店（原大观园商场东门对过）四世堂大药店（二环东路环联小
品市场北50米）仁和堂药店（经二纬九嘉华超市东门路北）章丘：明隆大药房（汇泉路百货
大楼西100米路北）济阳：开元药店（济北中学西300米米路南）商河：天琪大药房（商中桥
南）平阴：健缘大药房（县医院对面）长清：惠康平民大药房（老黄河商场北门东50米路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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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体体验验验价价价 115588
数量有限，每天仅限100人，

元元

活动日期：3月17日-20日

假冒伪劣的冬虫夏草，不

但没有冬虫夏草的医疗保健

和滋补效果，吃了后对我们的

身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所以

在购买冬虫夏草时，你一定要

擦亮眼睛，小心谨慎。一定要

认准有国家正规批号产品，藏

达冬虫夏草是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冬虫夏草，

批 准 文 号 ：国 食 健 字

G20110099。生产企业泰安正信

科技有限公司荣获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为确保质量，请

到指定药店购买认准藏达商

标，以防假冒。

藏达冬虫夏草用事实说话

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鉴定：藏达冬虫
夏草是从青海玉树州采集的冬虫夏草，其
学名为“蝙蝠蛾被毛孢”；该成果被列入国
家级火炬计划推广；藏达冬虫夏草生产企
业泰安正信科技有限公司也荣获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奖殊荣。

藏达冬虫夏草获得的国家荣誉证书

可以做个实验：用冬虫
夏草粉末，涂于老年斑上，一
个月后，老年斑就开始变淡。

这就是它超强的抗衰老
能力，如果内服，效果更好。
吃半年后，老年斑逐渐消失。

中年时开始吃，持久年轻。
衰老是体内的自由基引

起的，细胞一碰见它，就氧化
变性了。皮肤细胞被氧化，就
开始粗糙、松弛、起皱。内脏
细胞被氧化，功能就开始下

降，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冬虫夏草清除自由基的

能力是超级强大的，远在维
生素C、E之上。每天清除体
内产生的自由基，使人从外
表到内在，都保持年轻态。

超级抗衰老，持久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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