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牙痛 吃了就见效
李明 57岁 药店经理

以前牙痛，觉得没什么大问题，忍一下就过去了。 现
在就不行了。 应酬多，喝酒多，抽烟多，牙齿经常疼的厉
害，整晚都睡不着。

自己开药店，货架上治牙病的药有十几种，每个都
试了，可能当时止痛。后来找偏方，吃了也不行。医生说
像我这样的，只能拔牙。

后来看到了齿白金康复牙病的电视报道，说齿白金
能迅速分解牙齿及牙床上的菌斑及牙石， 第一时间切
断牙病根源，30 天就能告别牙病。

我赶紧买了 2 盒， 一试真这样。 一分钟立刻就止
痛，一个月下来，牙痛就好了。 现在一年多了，再也没
犯。

现在凡是来买牙病产品的患者， 我都推荐齿白金，
他们也反映，效果特别好。 吃了就见效，还推荐很多熟
人来买，最多一天，我卖了 50 盒。

牙龈萎缩 牙齿松动 全好了
王海珍 65岁 退休老师

50 岁一过，牙齿就出问题了，先是牙龈水肿，接着
就开始萎缩，牙根越露越多，牙齿直打晃。

到最后，硬的热的酸的甜的都怕，吃饭成了难事。还
有那牙缝也越来越大，边吃边剔，动不动搞得一嘴血！
今年 8 月嚼上了齿白金。 没几天，就感觉牙涨涨的，牙
齿松动明显减轻。 照镜子一看，牙龈的边缘高了好多，
颜色也变了。 一个月以后，牙龈就全长回来了，牙缝没
了，牙齿也牢固了，炸蚕豆，牛肉干，啥都敢吃。
牙龈萎缩，牙齿松动、不齐，牙缝越来越大……

牙齿好了，我要活到 100岁!
�����50 岁左右牙龈开始萎缩， 发展到牙齿根部外露，牙
齿松动，不齐，牙缝越来越大。 吃饭就要剔，不然就难受
得没法吃。 有时候，牙齿跟着一起动，弄得牙龈都溃疡
了，牙齿经常出血，硬的东西根本不能碰，吃酸辣就感
到疼到骨头里去了，消化不良，胃病也经常犯，为这食
欲也不好，情绪还很差，真是死的心都有了。

去年 12 月开始使用齿白金。一个月就感觉牙龈有种
涨涨的感觉。照镜子看到牙龈的边缘高了好多。牙齿松

动明显减轻。 三个月时牙龈基本健康， 牙病齿基本没
了，牙齿很牢固，一颗牙都没拔。 吃东西特别香，也可吃
些硬的东西了，真的想活到 100 岁！

影视明星都用【齿白金】
我前几年得牙周炎，

不光疼， 牙龈经常出血，
一吃冷的热的牙就酸。 看
牙医说是牙菌斑引起的，
反复牙痛，冷热酸甜牙都
受不了。

我用了齿白金之后，
效果特别明显！ 嚼了三
天，消肿了不疼了。 嚼两
个月， 真正是吃嘛嘛香！
我信赖日本治牙技术的高科技， 齿白金解决病牙确实
是又好又快！

嚼嚼 齿白金

病牙变好牙

著名笑星李嘉存先生

特大喜讯

齿白金
热线： 400-066-5928

齿白金适用于： ■牙痛、牙龈
出血， 牙龈炎牙周炎引起的牙龈
萎缩； ■牙齿松动、 无法咀嚼食
物；■露出牙根（露牙神经）；■对
冷、热、酸刺激敏感；■蛀牙、烟
渍；■严重口腔异味和口腔溃疡；
■牙结石、四环素牙。

使用量： 早晚各一次， 每次 2
片。 头一个月，可增加到每天 4 次，能显著提高效
果。 用餐后半片即可清除食物异味。

买 2 赠 1
买 5 赠 3

120 粒装
活 动 时 间 仅 7
天：10 月 28-11
月 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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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病患者最怕什么？ 尿
毒症！ 每周 3 次透析，花钱
受罪；不敢吃不敢喝，连累
家人……

如何消除蛋白尿、潜血、
水肿、 降低肌酐、 尿素氮？
轻中度肾功能不全如何防
止发展为尿毒症？ 尿毒症
患者如何减停透析？ 如何
缩短治疗周期， 降低治疗
费用？ 水蛭如何修复肾脏
过滤系统、恢复肾功能？ 水
蛭疗法如何解决肾病根本

问题？
刘若水教授编著的《肾

病不透析 多活 30 年》一书
详细为您解读！

本书浅显易懂，患者一
看就明白， 一看就能用，一
用就受益！ 中华国际医学
会、国际肾病基金会现向全
社会免费赠送本书，让更多
的肾病患者受益水蛭疗法！
即日起可拨打电话可免费
领取。

免 费 领 书 热 线 ：
0731-82864820
������（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人之所以患病是由于体
内菌群失衡，一旦体内有害菌
数量超过了益生菌， 胃肠疾
病、过敏性疾病、高血压、高血
脂、肾结石等疾病就会接踵而
至。

全球知名科学家， 微生
物、 免疫学领域领军人物加
里·赫夫纳格尔博士经过多
年研究，编写《益生菌与疾病
预防》 一书提出利用益生菌
保持健康、防治疾病的观点，
介绍了多种富含益生菌和益
菌因子的食物、 补充益生菌

的饮食计划、 选择益生菌补
充剂的方法、 说服孩子吃富
含益生菌食物的小窍门，还

特别介绍了营养健康的食
谱。 摄入益生菌可以让我们
远离疾病、永葆健康！

为帮助更多人了解益生
菌，及利用益生菌保持健康、防
治疾病，本次免费向胃肠疾病、
过敏性疾病、高血压、高血脂、
肾结石等疾病患者及家属发
放《益生菌与疾病防治》一书。

免 费 领 书 热 线 ：
0731-88280780
��������注： 本次活动不收任何手续
费， 并特别感谢三株益生菌对本
次活动支持

《肾病不透析 多活三十年》免费送
浮肿·蛋白尿·肌酐高，肾病·尿毒症不再可怕———

益生菌———让我们远离疾病
流行欧美的《益生菌与疾病防治》免费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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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快报致歉，陈永洲忏悔
中国记协严厉谴责陈永洲违规行为 人民日报点评：守住记者职业底线

27日， 新快报就陈永洲收钱发表失实报道致
歉，表示将以此为戒，对存在问题进行认真整改。
目前， 陈永洲因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已被警方依
法刑事拘留。

26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
会表示，陈永洲的行为严重违反了
《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
严重违背了新闻真实性原则，严重
损害了新闻媒体公信力。新快报在
长达一年的时间中连续发表多篇
该记者署名的捏造事实的报道，严
重失职， 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中
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维护新闻
工作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坚决反对
滥用新闻采访权， 搞有偿新闻、新
闻敲诈、虚假报道等违反新闻职业
道德的行为。

新快报27日头版刊文
就该报记者陈永洲事件公
开致歉。文章称，经警方初
步查明，陈永洲受人指使收
人钱财发表大量失实报道，
严重违反了《中国新闻工作
者职业道德准则》和新闻真
实性原则，报社对稿件的审
核把关不严。事发后报纸采

取的不当做法，严重损害了
媒体的公信力， 教训深刻。
我们将以此为戒，对存在问
题进行认真整改，进一步加
强采编人员和出版流程管
理，严格要求采编人员在工
作中尊重事实， 遵守法律，
遵循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
德和行为规范。

日前， 陈永洲向办案民
警坦承，为显示自己有能耐、
获取更多名利，其受人指使，
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连续发
表针对中联重科的大量失实
报道， 致使中联重科声誉严
重受损， 导致广大股民损失
惨重。 陈永洲对自己的涉嫌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深刻悔
罪，向中联重科、广大股民和
自己的家人道歉， 告诫同行

“要以我为戒”。
陈永洲表示“主要是贪

图钱财和为了出名才这样
做的， 我被利用了”“我认
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违背
了新闻操守”。他说：“我自
己也在反思， 这些事情是
怎么出现的。 对当前的新
闻媒体来说， 我可能不是
孤例，整个新闻行业应该以
此为戒。”

27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
论指出， 当许多记者怀着理想和道
义，追问事实与真相的同时，也有一
些害群之马，打着舆论监督的旗号，
吃拿卡要、敲诈勒索，把本是服务大
众的媒体，当成谋取个人、小团体利
益的私器。这种行为，让公众厌恶，
令同行不齿， 也使新闻媒体的公信
力受到损害。坚决反对新闻敲诈，是
维护法纪的需要， 也是行业整风的
需要。 新闻工作者只有恪守敬畏事
实、秉持正义的道德伦理，才能善用
记者权利，不辜负社会寄予的厚望。

办案民警介绍，2013年5月，一篇
题为《一年花掉5.13亿元广告费 中联
重科畸形营销高烧不退》 的报道发表
后，引发极大反响，中联重科不得不予
以澄清。 陈永洲对照原报道和中联重
科的声明后发现， 报社发表的文章实
在是断章取义。 报道将中联重科年报
中约为5.128亿元的“广告及业务费
等”归类为“广告费”。该项费用除广告
费以外还包括差旅费、市场推广费等。

办案民警介绍，2013年5月27日，
陈永洲无视两家正规会计师事务所公
布的审计报告，发表题为《中联重科再
遭举报财务造假 记者暗访证实华中
大区涉嫌虚假销售》的报道。报道给中
联重科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中联重
科A股被迫停牌两天。

证据显示，2013年6月、7月，在他
人授意和周密安排下， 陈永洲先后向
香港证监会、 联交所和中国证监会实
名举报中联重科。 虽中国证监会及时
答复，称“未发现造假”，但中间人认为
负面影响已客观形成， 达到了预期目
的， 先后多次给陈永洲数十万元人民
币和数千元港币作为“酬劳”。

据陈永洲供述， 他在不到一年时
间内先后发表的10余篇中联重科负
面报道中，只有“1篇半”是自己在他人
安排采访下完成的， 其余都是由他人
提供现成文稿， 自己只进行修改加工
就刊发。 ■据新华社

道歉 新快报头版致歉
陈永洲失实报道

陈永洲：违背了操守
同行应“以我为戒”忏悔

人民日报：
坚决反对新闻敲诈
守住记者职业底线

中国记协：
严厉谴责陈永洲
所涉违规行为

谴责

十多篇报道自写仅1篇半
收受他人数十万元“酬劳”

调查

陈永洲因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央视截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