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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导读】:妊娠纹主要是在怀孕期间要注意抹一些，比如说现在常用的一些橄榄油这些，要预防
为主，如果一旦形成了，妊娠纹就是皮肤的皮下组织断裂了，所以断裂在你的怀孕期间就可能变红
了，以后慢慢的会变成白颜色了，一旦形成了，已经断裂了，怎样祛妊娠纹效果最好？让皮肤恢复
到原来没有妊娠纹那个状态。怎样祛妊娠纹效果最好,碧芙源免费咨询热线：400-609-6651在线客服
QQ/微信【真实客户反馈】我结婚的第二年便生下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儿子，孩子很大，生
产时足足有5公斤。怀孕时，我的肚子就特大，别人都以为我怀的是双胞胎，得子后的老公欢天喜地
，整天抱着儿子不肯撒手。老公是三代单传，我一生就生了个儿子，让他在家族中很长脸，那段时
间他把我当成宝，对我的那个好无法形容。但自从生了第一个孩子后，老公除了好吃好喝地哄我
，我们的亲热却越来越少，沟通也越来越少。开始我以为是我们都很忙，我忙厂里的活，有些急件
经常要连夜赶，他也常常因为要陪客户以及对付主管部门的应酬而经常不回家，后来我觉察到他是
很不愿意看到我肚子上刺眼的妊娠纹，一摸就像触电似的，我是疤痕性皮肤，生完孩子后的妊娠纹
特别显眼，怎样祛妊娠纹效果最好，我想过很多办法，也用过很多涂的抹的药膏油脂，效果都不明

显。怎样祛妊娠纹效果最好有次，因我父母在老家盖了新房我回了温州，说好三天后回家，但印刷
厂因为印刷质量问题与客户发生纠纷，我只好匆匆提前一天赶回来。我先去工厂处理好纠纷的事情
，大约晚上10点多匆匆回家，没想到不堪入目的一幕被我撞上：我老公正和小保姆在我的床上疯狂
做爱!我当时气得不知所措，跑进厨房拿起菜刀就要砍他们，老公抓住我的手，大声吼道："你住手
!我跟她好了好几年了，你别冲动!既然你看到了，我们就好离好散吧!""离就离!你们现在就滚!"老公绝
情地和小保姆清了点东西头也不回的走了，留下两个背影和一个偌大的家给我!我们协议离婚时，老
公坚持要走了儿子，房产和现金他都没要，他说只要能和小保姆在一起，他什么都可以不要，甚至
儿子!我问她小保姆是什么地方迷到你可以不顾一切，他竟然说出了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理由："至少
她身上没那些难看的妊娠纹，不会让我一看到感到恶心!"怎样祛妊娠纹效果最好，原来我的婚姻败
给小保姆的不是我这个人，而是我身上那些不争气的妊娠纹!怎样祛妊娠纹效果最好离婚后的几个月
里，我一直就想不通，老公爱上个大学生爱上个大美女我还可以理解，他偏偏爱上个小保姆!那段时
间，工厂的事我也疏于打理，甚至有好几次我觉得赚钱没有意思活着也没有意思，不如一死了之。
这时走进我生活的是我工厂里印刷机的大机长，他比我长几岁，人忠厚老实，做事尽心尽力，早几
年老婆癌症去世。在我最失意的时候，他不顾一切的帮我打理工厂的事和我家里的事，他给了我温
暖，让我看到生活的希望，让我深深地体会到，爱人不在于他多帅多聪明多会挣钱，关键是他是否
真的爱你，真的在乎你，真的体贴你!我在他事无巨细的帮助下，我渐渐回到了正常的生活轨迹。怎
样祛妊娠纹效果最好，我开始收拾自己的心情，开始在意自己的装束打扮，特别要对付那些可恶妊
娠纹和剖腹产留下的疤痕，我要以崭新的形象迎接新生活，开始我新的人生!怎样祛妊娠纹效果最好
经过朋友的一再推荐，我订购了一种名叫碧芙源的疤纹修复组合，用了几天后，就发现疤痕周围开
始变软，当时感觉是有戏了，又抹了几天，发现疤痕的颜色也和正常的皮肤慢慢接近，两个多月后
，我的妊娠纹和疤痕都不见了!怎样祛妊娠纹效果最好我终于找到了正确的答案，我喜不自禁，把这
一好消息告诉了我所有认识的生过孩子的朋友。我今年年底准备跟我工厂的那个机长结婚。后来我
听说，那个小保姆跟我前任老公就职的房地产公司的副总好上了，还卷走了我前任老公的一大笔钱
，前任老公被那家房地产公司炒了鱿鱼，他现在好像在一个朋友那里做点小生意，过得很惨很窘迫
。怎样祛妊娠纹效果最好,碧芙源---祛纹领导品牌，4步去纹不反弹一、 激活受损细胞 修复纹路在高
活性EGF作用下，主动链接受损皮肤层，唤醒皮肤细胞的再生能力，在重建真皮成弹力纤维的同时
，进入细胞组织，发挥其神奇的再生作用。修复因为孕期、肥胖，肌肤松弛导致的妊娠纹、肥胖纹
、生长纹。二、分解错乱组织 减少妊娠纹碧芙源有效成分在超强渗透因子的包裹下迅速渗透肌肤
，直达内部结缔组织，从疤、纹根源处软化错乱组织，在高活性纤溶酶的作用下将错乱组织结构分
解，从内部瓦解成纤维结构，疏通生长错乱的毛细血管。促进皮下组织的新生，妊娠纹面积开始变
小。三、消除色素沉淀 重组纤维层碧芙源富含原花青素OPC，可以调整肌肤纹理，消除肌肤自由基
，淡化色素及沉淀印痕。高活性EGF(生长因子)可以重组断裂的胶原弹性纤维层，从根源修复妊娠纹
、疤痕，恢复健康亮白肌肤。四、彻底除纹平痕 塑造紧致肌肤碧芙源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能增强皮
肤弹性，促进细胞胶原质合成，控制胶原质量，修复延展的胶原质和弹性蛋白，刺激生理氨基酸的
生长;从而达到彻底除纹平痕，塑造女性完美紧致肌肤。碧芙源使用周期变化。让你实现女人要做白
“腹”美的梦想!1、使用半个月：丰富的活性因子迅速渗透肌肤表层直达真皮层，从内部开始软化
分解断裂的皮肤弹性纤维，妊娠纹/疤痕颜色开始逐步变淡，触感逐步变软，纹路变浅变细2、使用
一个周期：经过基底细胞一个周期的完美代谢，被分解的断裂弹性纤维有序重组，老化废弃的细胞
组织随着代谢形成角质层直至脱落，妊娠纹/疤痕颜色进一步变淡变浅，皮肤出现紧致感3、使用两
个周期：妊娠纹/疤痕内部尚未被完全分解的断裂弹性纤维在高活性EGF的作用下重建真皮层弹力纤
维网，坏死的细胞和淤毒通过新陈代谢逐步排出体外，妊娠纹/疤痕基本消失，疤纹部位颜色趋于正
常4、使用三个周期：妊娠纹消失不见，皮肤光滑柔韧，剖腹产疤痕基本消失，颜色接近正常肤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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