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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销地址!万芝药行!明珠广场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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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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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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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镇解放路
.#

号&

洋浦五街&海口秀英业里村&澄迈金江分店
文昌车站对面&文昌翁田镇新二区&

南坤镇南中街
/#

号&

市 内 免 费 送 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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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高三的张老师患有萎缩性胃炎
六年多# 刚开始服用一些抗生素药物
缓解症状# 一直不见效# 病情反而恶
化$ 一次#张老师上课的时候#突然晕
倒# 呼吸急促# 学生赶紧打了急救电
话#经医生抢救知脱脑危险#医生说张
老师因服用抗生素药物过多# 副作用
过大# 且胃病一直没有得以根本性治
疗#患上重度萎缩性胃炎$

医生建议张老师服用双奇胶囊#

双奇中含
$&&

亿株双歧杆菌# 治疗肠
胃病效果非常好$ 张老师买了四个疗
程#服用完一个疗程后#口苦%灼烧%返
酸现象明显好转#三个疗程后#胃痛%

腹胀症状消失#二十天下来#吃饭有胃
口了#精神也好了许多$ 后来去复查#

重度萎缩性胃为转为轻度# 再坚持服
用二个疗程#便可不易复发$

前不久# 医生再次检查说他的萎缩
性胃炎已经康复了#双奇效果真是神奇$

男人过度消瘦
,

没有强
壮体魄

,

缺乏阳刚气概
,

会给
爱情%工作和生活带来极大
不便#甚至处理被动$ 最新
资料显示#女性更欣赏体型
微胖的男性# 温和稳重%有
安全感$

许多瘦人每天摄入的
食物并不少# 大鱼大肉#进
补人参燕窝%维生素及微量
元素等营养品#始终未能如
愿$ 关键是营养吸收率低
下#吸收功能差#再补也白
搭$ 增肥必须走出&单纯进
补'的误区#切实增加肠道
的吸收能力#瘦弱人群服用双奇服用
!

个疗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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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形均速变化#达到标准水平#而且
增胖后不会反弹$

吴先生去年祸不单行# 先是胃疼
难忍# 在高速路上刹车导致追尾事件
发生

-

后来上医院查看胃病情况
,

发现
并被告之已发展为胃癌变# 癌变细胞
已经侵蚀到胃壁浆膜层外面

,

胃部已经
严重糜烂$

吴先生从名牌大学毕业
,

在校把学
习当成乐趣#随便吃点饱肚子就可以#

这样长期以来落下了胃病
,

之后到企业
工作# 以过硬的技术成为小组负责人

,

后又荣升为副总# 工作忙等时常饥一
顿饱一顿#应酬时还经常抽烟喝酒#使
胃病更严重# 平常觉得胃不舒服时随
便买点胃药吃吃了事# 实在疼痛忍就

吃个止痛片
,

总认为自己才
$&

出头#身
体还强壮#想不到小胃病竟拖成恶变$

临床发现( 早期肠胃病恶变的表

现类似于溃疡病# 持续拉肚子或胃炎
的症状#也有反酸#恶心%厌食#随着疼
痛的加重# 体重进行性下降# 且有消
瘦#贫血等症状#所以容易忽视$ 像吴
先生这样的老胃病患者在生活中不计
其数#他们由于工作原因#经济原因或
其他原因#未经医生进行确诊#自我进
行药物治疗# 直到病情反复发作并加
重#才到医院看医生$ 此时#大多数已
经是癌变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这种
不重视反复性胃病的后果想当严重$

"双奇#问世肠胃同治

科学家们纷纷投入双歧杆菌研发
的暗战中#

%&&.

年#由香港生态安全科

学院首席院士
/0

*

1234

率先突破难
题# 研发出每单位内含

$&&

亿株的双
歧杆菌+++&双奇'胶囊$ 此消息一经
发布#引起了各国科学的高度重视#经
研究和反复跟踪实验# 最终一致将双
奇誉为&双歧杆菌之王'#

"双奇$有二大神奇特点!

一奇% 直接补充双歧杆菌!

!"

分钟起

效!杀灭有害菌快而彻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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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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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肠胃病愈后不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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萎缩性胃炎 -个月康复
刚进单位半年的小王#这段日子#

总感到左小腹又痛双胀的# 还时不时
拉肚子# 刚开始以为就是普通腹泻是
止住了#腹痛腹胀还在继续$ 抗着虚弱
的身体# 小王每天还要坚持超负荷的
工作量$

半年后#小王的腹泻又范了#从原
来的每天二次发展到六%七次#而且便
中有黏液和脓血$ 经医生诊断#小王患
上了结肠炎#医生让小王服用双奇$ 才

服用两个疗程#小王的腹泻%脓血便控
制住了)五个疗程后#左小腹痛%胀的
症状完全消失# 大便成形# 腹泻也好
了#医生检查后惊叹#没想到双奇效果
这么神奇#这么短的时间内#慢性结肠
炎就完全根治了$

现在的小王每天精神充沛# 身体
也越来越好$ 前不久#小王特意来电告
诉我们(这次单位放假#他要给肠胃都
不好的父母送双奇$

HIE3J KLMN

慢性结肠炎吃双奇可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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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Å

德黑

兰大学宿舍楼里

被砸的电脑室$

下图
Å

穆萨

维的一名支持者

被抛尸在德黑兰

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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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抗议美国言论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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