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销地址!惠祥药行!海府路
!

号东升楼底"

源安隆药品超市!望海楼旁"

源安隆药品超市!府城琼台书院对面"

源安隆药品超市!海甸岛三西路教育局楼下
"

秀英上好药店!秀英小街市场"

省药材公司第二商场
#

得胜沙路
$!

号
"

升升药店!大路街
$!

号忠介路口对面"

儋州!蓝光药店!老车站旁"

三亚!保健堂!红旗街
!%

号"

澄迈! 医药第一门市部!解放路
!%&

号"

琼海!医药中心商场!加祥街
!%

号"

文昌!南山药行!孔庙对面"

屯昌!药材公司成二门市部!新建三路
!%

号"

昌江!仁和药行!公路局楼下"

临高!康力药店!新镇路
'(

号明珠酒店斜对面"

志明药店!西门市场对面"

陵水!万康园药店!富陵街"

定安!新科药店!江南二路车站对面"

雷鸣药店
万宁!万城千济民康药店 !市政府斜对面 "

百年华康药店
东方!爱民药店!邮局对面"

保亭!仁和堂参茸药店!水果街对面"

乐东!银都药店!万佳汇旁"

五指山!康力药行
琼中!祥和药行!菜市场总工会对面"

白沙!昌剂药店!牙叉北路信工会楼下"

宝参坊药店!阳江农场部对面
)$

号
宝参坊药店!东山镇解放路

*+

号
宝参坊药店!洋浦五街

宝参坊药店!海口秀英业里村
宝参坊药店!澄迈金江分店!立新路"

宝参坊药店!文昌车站对面
宝参坊药店!文昌翁田镇新二区
宝参坊药店!南坤镇南中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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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师傅说#$我的手掌每天是
刺痛剧痒%灼热%产生小水泡融合
成片%出现薄纸样的鳞屑%忍不住
就撕扯%手部皮肤一层层剥脱%露
出红色糜烂面% 整个手掌惨不忍
睹& '

由于李师傅还患有严重的脚
气%闲时喜欢一边看报纸一边抠脚
丫%久而久之%足部的真菌就感染
到手上%所以手癣才久治不愈& 专
家建议李师傅用 $神农百草膏'手
脚并治%彻底清除真菌杜绝交叉感
染& 李师傅去药店买了

)

盒%回家
之后抹抹手抹抹脚%嗨%清凉干爽
真舒服%不到一个月%手癣没了脚
气也好了%喜得李师傅一见到熟人
就伸出双手#$看

,

我的手癣和脚气
给神农百草膏一并治好了%真没想
到还有这么神奇的药& '

神农百草膏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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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癣"脚气
起泡"脱皮

百草膏一抹
痤疮不再#痘$留

$女儿的身材非
常好% 就是额头(脸
颊成片成片地长青
春痘 %红红的 (大大
的肉疙瘩%都快像麻
子脸了&

小女孩爱漂亮%天天对着镜子挤啊弄的%

脸上留下了不少疤痕& 美容院常去%各种号称
能祛除痘痘的护肤品成堆地用% 孩子的脸都
快变成实验田了%但是痘痘还是层出不穷%当
时真让我们母女苦恼啊

,

在省级机关工作的
丁女士对好友说&

*

月初%在省皮肤病医院工作的好友建议
我给孩子试试$神农百草膏'%它是纯天然的
植物制剂%第一(能灭菌消炎抗感染(清除痤
疮部位的渗出物(分泌物)第二(能修复(再生
表皮细胞%平复痤疮留下的疤痕)第三(增强
皮肤细胞免疫力%杜绝痤疮复发&

用到第
$

盒时%(女儿脸上痘痘没了%连以
前留下的疤痕也不见了& 现在皮肤恢复正常&

看着孩子开心%我这做妈妈的也替她高兴& '我患湿疹已经很多年了% 最开
始就是硬币那么大% 后来整个小臂
全是红疹(烂疮%露出胳膊都吓死人
了%从来不敢穿短袖出门& 这号病痒
得钻心%有时候真恨不得用刀刮%用

大粒盐蹭%没准还能舒服点&

去年听朋友介绍% 说神农百草
膏效果挺好%还没副作用%我想试试
也无妨& 没想到刚抹上不到

!&

分钟
就不痒了%我每天抹二三次%也就一

个多月%皮肤上红疙瘩全没了%皮肤
光滑得跟原来一模一样% 我跟爱人
真是由衷地高兴% 这么多年终于能
穿短袖了% 再不用遮遮掩掩过日子
了&

()*+ ),+ -. /0123

北纬
$&

度%东京
!!%

度%这里是
中国的神农架&当地终年云雾缭绕(气
候潮湿& 被誉为$千年治癣奇药'龙胆
草就生长在神农架海拔

%*&&

米的山
峰上%生存环境极为特殊&

中医皮肤病研究院%将龙胆草与
二十五种中草药配伍%创造性地开发
出了可以拔出根癣%根治皮肤特效药
物***神农百草膏&

%&&-

年%神农百
草膏获得了国家医药发明专利%随后

捷报频传&神农百草膏所有中药材均
选自神农架原始森林%保证了药物的
超高生物活性& 特效成分$根癣汲取
肽'% 可深入皮下

!!

毫米处真皮层%

以超过普通药物
%&

倍的超强汲取能

力%把根癣连根拔起%并逐步分解代
谢%排出体外%根癣就这样被清除了%

神农百草膏真正起到了治愈皮肤病
的效果+

神农百草膏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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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架%龙胆草 铸就治癣奇药

才用半个月 用手一拔头癣没了
)%

岁的张先生 % 自从
%&&'

年头上开始长癣%工作
人员家访时 %老汉说 #刚开
始头上的癣一边一块%用手
一挠& 皮屑就哗啦哗啦地往
下掉%后来就出脓水了& 用
了很多种方法治%还服用过

不少汤药%可是这皮屑还是
没见治好&

去年
!&

月份% 张先生
在报纸上看到了神农百草
膏的广告%感觉非常适合自
己的症状%便一次买了两个
疗程% 张先生高兴地说#百

草膏真的能拔癣根%还没啥
副作用% 才用了半个月%头
上的皮屑就掉得少了%用了
二十多天%原来上面都是痂
子& 现在都没有了%头皮正
常了%而且停药之后也没有
复发&

湿疹病用了真见效 当时就不痒了&

原本在工地打工的
房庆中%

*&

岁% 家住海
口美兰区& 患牛皮癣已
经四年了% 四年来的每
一天% 他都在钻心的痒
痛中度过& 一痒就挠越
挠越痒% 痒急了就用布

搓% 只有搓出血才能缓
解% 之后就是厚厚的鳞
屑& 每天早晨起床他的
第一件事就是清理床上
的鳞屑& 而被罩和床单
上却都是他抓破皮肤留
下的血和癣痂& 之前使

用过很多种治癣病的
药%却都没有除根&一次
偶然的机会% 他听说了
神农百草膏% 连续使用
神农百草膏三个疗程 %

房庆中的牛皮癣被彻底
治愈了&

奇& 十五年牛皮癣 三疗程治愈

功能主治 !

银屑病 " 体癣 "股

癣 "头癣 "手足癣 "

花斑癣"荨麻疹"痤

疮皮癣" 湿疹等皮

肤疾病#

天津昌昊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

盒无效全额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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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参军投身解放事业
乘木船渡海来海南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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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掩护战友差点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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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割舍对海南的思念
明年想再回海南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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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宪华老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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