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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经理去年
!

月份去天
津出差! 一下火车就胃痛!以
为是水土不服!随便吃点药后
就没当回事"

"

月底!他心窝
处胀痛#浑身乏力#头晕目眩!

食欲明显下降! 吃下去的东
西也不消化! 晚上睡觉还感
觉有东西上涌到口中! 上医
院检查为胆汁反流性胃炎"

$吃了这么多药!还真
没见过像双奇这样好效果
的" %张经理的一个客户推
荐他服用双奇才一个多!腹
胀 #烧心 #胆汁返流等症状
基本消失 ! 食欲也逐渐转
好" 三个疗程后!胃镜检查
恢复正常!体重也恢复到原
来状态"

也许以前拉肚子没这么

频繁! 可是从秋天开始每天

要拉
#

#

$

次! 拉得双腿发软

还感觉拉不尽#拉不爽"人也

瘦了一大圈! 难怪医生说肠

子病半条命"

试遍了各种药! 但都是

$吃上见效!不吃就犯%!医生

说已经已经形成了恶性循

环! 赶紧服用无副作用的双

奇"服用后的第
%

天!腹泻次

数就开始减少到
!&'

次!人

也感觉格外舒畅" 巩固
(

个

疗程后!大便恢复正常!慢性

腹泻#结肠炎从此不再犯"康

复后的激动心情溢于言表"

服用初期!双歧杆菌在胃内激活!胃胀
胃痛# 烧心恶心# 反酸嗳气等症状迅速缓
解!消化功能明显好转!胃口好!大便稀#次
数多现象消失!大便恢复正常&

服用
!

疗程!肠道双歧杆菌发挥排毒功
能!口臭#大便臭逐渐消失!炎症#溃疡面在双
歧杆菌的保护下开始修复&

服用
"

"

#

疗程!肠道双歧杆菌达到峰
值!炎症糜烂消失!溃疡面愈合!肠胃免疫力
大大提升!肠好胃好气色好!连感冒也少了"

经香港!上海各医院证实

有些口臭患者在电话里向医生

诉苦!每当自己忙完一天回家!家里
人却不愿同自己说话" 原因是他们

一张口就$臭%"医生说!口臭患者中!

教师#销售人员也是高发人群"

口臭就是肠胃病的外在表现"

资料表明!

")*

口臭是因为双歧杆
菌含量减少!肠胃功能不好引起的"

胃内常留宿食!引起$发酵%!酸气往
上跑!发生胀气#呕气#臭气!以致口

臭!惹人讨厌"

口臭治疗专家介绍! 出现口臭

应及时服用能提高胃肠道双歧杆菌

含量的双奇"

肠胃病变的
!

条底线

当你的肠胃病出现下列
+

个症状
之一时表明你肠胃双歧杆菌已经很低
了!肠胃发出了求救信号!赶紧服用高
含量双歧杆菌制剂"

一#觉得胃痛胃胀胃酸明显加重!

伴随着无规律的疼痛! 发作周期越来
越短"

二#心窝部隐隐疼痛!疼痛呈辐射
状!常规药物不断加量!很长时间才能
缓解疼痛"

三#食欲不振!饭量开始减少!经
常恶心#呕吐#体重减轻!一天比一天
消瘦!相继伴有乏力#贫血"

四#肚子发重#大便时间无规律!

不明原因的腹泻!便形异常!多为粘液
便或溏薄稀便!排便有疼痛"

五#腹泻#便秘交替出现!排黑便
情况居多!普通抗菌消炎药失效!腹泻
症状难以控制!低中度发热"

胃肠疾病不能掉以轻心! 早发现
早治疗! 补充高含量双歧杆菌是根除
胃肠病!阻止恶变的最佳途径"

双歧杆菌"遏制肠胃恶变

高含量# 高活性的双歧杆菌能抑
制恶变细胞的生长!吞噬亚硝酸盐'亚
硝酸为人体的主要恶变物质(!并在人

体内合成
!

族维生素!提高人体恶变
能力" 高含量双歧杆菌制剂具有传统
药物不可比拟的两大神奇)

一奇! 杀灭有害菌快而彻底!

%)

分钟起效!只杀有害菌!不伤有益菌!

誉为肠胃有害菌的天敌%"

二奇! 独含
"#

因子促进肠胃有益

菌大量增殖!抑制胃肠恶变!重构强免疫
力菌膜屏障! 并促进胃肠黏膜细胞再生
及自我修复!这样肠胃病愈后不易复发"

#双歧杆菌之王$问世

各国生物学家都在不断地改良双
歧杆菌!然而这些改良后的双歧杆菌并
没有改变怕酸怕氧#低聚合量#低活性
的特性"

,))+

年香港东方之子生命科
学研究院成功培育出双歧杆菌单位含
量突破

%))

亿的$双奇%!引起国际医学
界强烈震动!誉之为$双歧杆菌之王%"

普通含有双歧杆菌的药品有很
多!但是含量很底!一般每单位含量一
亿五千万株 ! 双奇每单位含量突破
%))

亿株!所以见效快" 另外普通含双
歧杆菌的药品活性不强! 在人体无法
长期存活的!更不能定植!双奇在常温
下可以存活!并能在人体定植!所以愈
后不复发" 咨询电话!

$)*+,-+*

!!!摘自"神奇的双歧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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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晚饭后总感觉腹
部胀痛! 还有的人经常应酬
喝酒!加上饮食没规律!常常
胃痛#胃胀#嗳气#打嗝!还返
酸!终于拖成了慢性肠胃病"

多少年来! 不知吃了多少常
规药!服用量越来越大!从每
次

,

粒加大到
%

粒! 甚至
+

粒**还经常贫血! 这一切

能怨谁呢+ 惟有自己品尝疏
忽大意导致的恶果"

等到确实受不住了!才想
到上医院检查!医生说病情不
太乐观!诊断结果是中度萎缩
性胃炎!甚至伴有大面积溃疡
和十二指肠溃疡"再不选准正
确的治疗方法! 有病变的可
能"资深专家一定会推荐赶紧

服用活菌双奇! 以菌制菌!遏
制恶变趋势"

资料显示!服用活菌双
奇! 不仅能立刻缓解症状!

中度萎缩性胃炎三个月后
就逆转成浅表性胃炎了!胃
溃疡部位逐渐愈合!巩固一
段时间即可康复"

肠胃专家指出! 溃疡患

者同时有慢性胃炎者占
$)*

&")*

$有些肠胃病患者因疼

痛难忍$ 痛不择药而使用大

量抗生素%激素类药品$却不

知这类药物在其强力止痛

后$ 因疼痛缓解而掩盖了其

它比较严重的并发症 &如溃

疡穿孔'$也增加了病毒的耐

药性$不利于肠胃病的根治(

结肠炎患者
多半有好几年病
史!每天腹泻七#

八次!更有甚者!

短短三年时间竟
然住院

-

次 !可
每次治疗只能当
时控制状况!这药那药吃了有效!停了就复
发"结肠炎病情被常规药耽误了!肠道溃疡
面正在扩散! 照这样发展下去两年就会发
展成为肠穿孔#肠息肉"眼看着全家人辛辛
苦苦赚的钱都投到结肠炎这个无底洞里!

结肠炎患者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

微生态医学的发展让肠病患者迅速
受益! 双奇是首个以菌制菌的微生态制
剂" 结肠炎患者就就买了

%

个疗程试一
试" 活菌双奇确实与传统药物不同!吃了
第

.

个疗程就发现拉稀的次数减少!大便
成形!到第

%

个疗程!排便规律化!食欲赠
加!睡觉踏实" 巩固服用

,

个疗程后结肠
炎完全康复"

$结肠炎快用活菌双奇!当心常规药
误你没商量, %这句话反映了结肠炎康复
者对活菌双奇的广泛认同"

我国约有
/*

的人每天大
鱼大肉!进补人参燕窝#维生素
及微量元素等营养品! 始终未
能长胖" 营养学家指出瘦人长
不胖的关键是) 营养吸收率低
下!吸收功能差!再补也白搭"

医学研究表明) 人体肠道内
双岐杆菌的数量多! 吸收功能就
好! 增肥必须增加肠道双歧杆菌
数量! 从根本上增强肠道营养吸
收" 双奇每单位含双歧杆菌

%))

亿!能迅速增加肠道的吸收能力!

瘦弱人群服用双奇服用
"0./

天)

食欲增强#有明显饥饿感!厌食#

偏食习惯消失&服用
.&$

个疗程)肠胃舒畅#

食欲旺盛#精力充沛#体重增加
1&.)

斤&服
用

%

个疗程)儿童增胖#男人健壮#女人丰
满#体重体形匀速变化!达到标准水平"

结肠炎
"年住院 #次

瘦
人
可
以
胖
起
来

经
销
地
址

万芝药行'明珠广场一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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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祥药行'东湖对面( 博爱大药房'博爱北路(永敬堂药业'青年路
"

号(三亚!保健堂'红旗街
&$

号(儋州!蓝光药店'老车站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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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宁!恩惠药品超市成北分店'万宁大酒店斜对面(千方百剂药店屯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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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明药店陵水!

万康园药店'富陵街#新华街(东方!爱民药店乐东!医药公司第一门市部定安!新科药店五指山!康力药行'解放路
$

号(保亭!仁和堂参茸药店'文明中路
//

号(

!!"#$%#"

咨询电话"

买
"

送
"

小盒

慢性腹泻

快吃双歧杆菌
胆汁返流性胃炎

别害怕
便秘!口臭

根源在肠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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