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章女士口臭多年，一张口就
臭气熏天，连女儿都躲着她。 各
种泻火药都用上了， 同事都不
愿和她说话。

专家解释说： 口臭是肠胃
病的外在表现。 资料表明，80%
的口臭是因人体消化系统有益

菌含量减少，肠胃功能不好引起的。
自从用了双奇以后，就大大变了样。 2天后肚子就开始

鸣响，有了便意，两疗程后感觉肠道都在蠕动，排便通畅，
肠胃特别舒适，口臭口苦也消失了，哈气如兰，睡得也踏实
多了，黄褐斑一天一天地变淡，感觉人年轻了好几岁。

前天，吴女士单位的同事在与肠道恶变斗争 ５ 年后，
还是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他的亲人。天啦！万万没想到结肠
炎也会恶变，危及生命！

前些年， 吴女士老公在外打工， 一天工作十多个小
时，中午连几元钱的盒饭都舍不得吃，总是咸菜、馒头充
饥，就此患上了结肠炎，可他总是不以为意，发作时只是
随便吃点药应付一下。 现在，吴女士虽然有了属于自己的
服装厂，可老公体质越来越差，吴女士真担心，他万一有
个三长两短，那她怎么活啊！ 绝不能让悲剧在老公身上重
演！

吴女士平时四处寻医问药， 好在学医的同学介绍给
了她肠胃特效产品双奇，奇迹就从这里开始了！ 老公七天
肚子就不痛了，上厕所的次数减少了。 半个月后，各种病
症完全消失， 于是她拨打了肠胃专家咨询热线：0731-
82165717

专家说这只是双奇发挥功效的第一步，要完全康复，
还需按疗程吃完，修复肠道粘膜，这样才彻底。 按专家的
叮嘱，吴女士每天监督老公服用。 这几天，老公像换了个
人似的，气色开始变好，体重也在增加，像个毛头小伙子，
下班就往家里跑，生活质量提高了，更甜蜜了。

众所周知，喝酸奶对肠胃有多种益
处， 就是因为其中含肠胃急需的有益
菌。 但酸奶不能治病，也因其中的有益
菌含量低下， 无法在胃酸状态下存活。
专家建议：针对九大类肠胃病，还是服
用高含量， 菌群优秀的活菌制剂双奇，
才能起到真正治疗肠胃病的效果。

1. 浅表性胃炎，只需 30 天
“我患浅表性胃炎 10 年了，试过各

种中西药， 花了数万医疗费也没好断
根。 在朋友介绍下开始服用双奇，短短
30 天，上腹隐痛，打饱嗝症状全没了，去
医院胃镜复查，胃炎全好了！

2. 萎缩性胃炎可逆转
25%的萎缩性胃炎会癌变。 传统疗

法以治标为主，只求控制，不治根。 萎缩
性胃炎是一种免疫性疾病，香港生科院
专家建议服用高含量高活性的双奇，激
活胃黏膜细胞免疫，自我修复萎缩面。

临床验证，服用双奇，一般萎缩性
胃炎 1~2 疗程便可逆转为浅表性胃炎，
3~4 疗程可达到根治效果， 愈后 3 年内
复发率低于 0.68%。

3. 老胃病不再年年治 年
年犯

双奇回访资料显示， 有益活菌运
用，对多年的慢性胃炎，老肠炎效果特
别显著，许多对老胃病和老肠炎束手无
策的患者，在使用双奇 3-8 天后都感到
了明显的症状改善。

专家提醒： 慢性胃炎、 老肠炎用药
多年，胃肠道菌群已被破坏，双奇能迅
速重建菌群，对症状当天有效，但切记
遵医嘱，按疗程服用，才可达到根治的
目的。

4. 活菌堵上胃溃疡的窟窿
专家提醒： 得了胃溃疡一定要及时

治疗，因其具有传染性，如不治断根很
可能传染给家人和朋友。

目前国内外推行的疗法为服用双奇
的活菌治疗，500 亿的高含量活菌能在
胃中迅速形成保溃疡的窟窿，一般性胃
溃疡 5~7 周期可痊愈。

5. 十二指肠溃疡 夜间不
再痛

诺贝尔科学家证实，十二指肠溃疡
是由幽门螺杆菌引发的，高活性高含量
的有益菌是幽门螺杆菌的克星，杀菌止
痛效果迅速，服用双奇，一般 10~18 分
钟起效，可迅速杀灭幽门螺杆菌，在肠
胃壁建起保护膜，修复溃疡面，夜间不
再疼痛。

6.“结肠炎”能除根了
目前，医院治疗结肠炎多为消炎，灌

肠疗法，用药有效，停药复发，周而复始
劳命伤身又伤财，难道就没有一种能治
断根的疗法吗？ 很多结肠炎患者已不堪
灌肠痛苦， 选用生物制剂的双奇治疗，
惊喜发现，1 到 2 疗程就达到了痊愈的
效果，停药 3 年也再没有犯过。

7. 慢性腹泻 可以快治
2 个月以上的粪便稀薄，次数增加

者，即为慢性腹泻，它导致营养不良，并
使毒素在体内大量堆积，轻则诱发慢性
疾病，重则导致细胞恶变。

目前治疗慢性腹泻最快的途径便是
服用活菌制剂如双奇胶囊，500 亿的高
活性有益菌可在 3 天内恢复胃肠功能，
第 5 天大便成形， 每天 1 次， 再也不会
拉肚子，对小儿腹泻效果更好。

8. 摆脱便秘 远离猝死威胁
老便秘是百病 之源，一天不排便胜

抽一包烟，三天不排便，肠道吸鸦片！ 排
便费时费力，用力过度极易诱发中风和
心肌梗塞。

双奇内含 500 亿有益活菌群， 能迅
速酸化肠道，增加自身肠道蠕动，软化
大便，从根本解决便秘问题。

9. 肿瘤疾病 快吃有益菌
胃癌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 在我

国发病率居各类肿瘤的首位。 早期胃癌
多无症状或仅有轻微症状。 当临床症状
明显时，病变已属晚期。 因此，要十分警
惕胃部感觉和护理。 如出现胃痛，胃胀，
烧心感时， 请及时服用有益菌双奇，可
迅速改善症状， 治疗各类肠胃疾病，消
除爆发肿瘤隐患，更能帮助放化疗后的
肠胃肿瘤患者，解决厌食，恶心，呕吐等
症状。

人类可以告别肠胃病全 球
关 注

———诺贝尔奖研究成果的转化，攻克肠胃顽疾

九种肠胃病，“菌”有特效

困惑：肠胃病用药死循环
很多肠胃病患者都遇到过这样的困

惑：为什么肠胃病吃药有效，停药复发，
甚至是越治越重，危及生命？ 专家解释
说：肠胃病久治不愈，最根本原因是常
规药物在缓解症状的同时，也破坏了肠
胃免疫功能，尤其是西药，在杀灭有害
菌的同时，也杀灭了大量胃肠道的有益
菌，并在一定程度上对肠胃功能起到了
抑制作用，另外，人们对肠胃病忍、熬、
拖，最终使肠胃病一步步恶化，导致久
治不愈的一大因素。
诺贝尔成果：发现致病根源
2005 年，澳大利亚诺贝尔医学奖获

得者马歇尔和沃伦指出， 导致胃炎、胃
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的“罪魁祸首”是
幽门螺杆菌； 俄罗斯诺贝尔奖获得者伊
文诺夫也发现，肠道疾病是因为大肠杆
菌、痢疾杆菌等有害菌排出的毒素侵蚀
肠黏膜最终导致病变。

2005 年，国际生态安全科学院正式
宣布，补充高含量、高活性双歧杆菌是
提高肠道免疫力的唯一途径。

“活菌治肠胃”时代来临
在国外抗生素已经严格限制，我国

肠胃疾控中心发出警告：胃炎、结肠炎
切莫滥用药，必须服用以菌制菌的活菌
制剂。

2005 年 ６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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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亿的活菌“双奇”，处国际领
先水平，誉为“双歧杆菌之王”.双奇的问
世将引发新一轮的肠胃革命。

诺贝尔获得者马歇尔， 在上海世博
会演讲时特别赞誉了双奇，它所具有的
传统药物无可比拟的两大神奇：

一奇： 杀灭有害菌快而彻底，30 分钟
起效，只杀有害菌，不伤有益菌，被医学
界誉为“肠胃有害菌的天敌”。

二奇：独含 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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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肠胃病愈后不易复发。

在世博会期间，马歇尔更是参加了
香港生科院举办的《诺贝尔奖与双奇面
对面》演讲会，详解了“活菌如何能根治
肠胃病”，并断言，借助活菌技术人类即
将告别肠胃病。

详情请咨询：0731-82165717�
摘自《楚天都市报》

“口臭、口苦”快吃活菌

患上结肠炎、少活七八年

摘自《健康报》

科学证实：喝酸奶 吃活菌

诺贝尔奖获得者：马歇尔详解活菌双奇为何能根治肠胃病

全国抢购热线： 全国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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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调查资料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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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增加肠道有
益菌数量，从根本增强肠道营养吸收。

专家建议瘦人多喝酸奶， 因其中所含的有益菌能改
善人体吸收问题，但因酸奶所含有益菌含量低，皆为营养
品的死菌，所以需要大剂量和长时间的饮用才能起作用，
所以专家同时建议服用活菌制剂的双奇，每单位富含 500
亿株有益菌，是可在胃酸环境下生存繁殖的超级活菌。

瘦弱人群服用双奇 1 个疗程：食欲增强、有明显饥饿
感，厌食习惯消失；服用 2 个疗程：肠胃舒畅、食欲旺盛、
精力充沛、体重增加 6 斤到 10 斤；服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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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增胖后不会反弹。

增胖热线：0731-82165717

———喝酸奶吃活菌是最佳途径

瘦人长胖有诀窍

———吃活菌，提高肠胃免疫力效果好
半年前，刚满40岁的曾医生胃胀、泛酸、嗳气的症状突然

加重，检查结果让他傻了眼：病情已经在向萎缩性胃炎发展
了。

作为医生他很清楚，如不能有效控制，继续下去就会伴
有重度恶化现象，到那时就要发生不可逆转的恶变了。

焦虑之时他想起了不久前医学权威杂志上刊登的双奇
报道。 他对活菌治疗肠胃病的理论早就清楚，只是对国内的
活菌制剂技术还有所怀疑，所以要爱人先去买了一个疗程。

头一次吃下去就感到很舒服： 不仅口感好， 而且不出30
分钟胃里面就不再胀痛了，一盒吃完后，原先胃部泛酸、嗳气
症状也减轻了好多。 继续服用3个疗程后，他再去医院检查，
发现原先溃疡的胃黏膜已经修复了。

现在曾医生成了双奇的忠实“信徒”，遇见肠胃不好的病
人就说，“肠胃病不难治，马上吃双奇，效果又快又好，我自己
的肠胃病都是吃双奇好的。 ”

胃癌、肠癌 逼近中年人

双奇特惠活动，仅限 5 天！
●打进电话前 100 名，可享受买 5 送 1（3 小盒），买 7 送 3（9 小
盒），买 10 送 5（15 小盒），货源紧张，送完为止。
●全国 3000 多个城市免费送药上门，电话订购，药到付款。

400 - 100 - 7478 或 0731 - 82165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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