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字很乡土 消费很金贵

18日晚， 花儿东部总决赛在
长沙橘子洲上拉开战幕，长沙唱区
主场迎战南京唱区。整场比赛将中
国风演绎得淋漓尽致。不过美景美
舞美人依旧掩盖不住战火硝烟。

在尚未比赛之前便有消息称
长沙唱区同南京唱区水火不容，当
晚两队之间语言上有声的“挑战”
果然相当呛人。如“遇到我们是你
今天最大的不幸，如果可以改歌的
话，你只能改成‘毁灭’”、“对于爱
情或许需要三十六计，但对于你我
只用‘雕虫小技’”、“我看你还是
‘走为上计’”……让观众都连连咋
舌“好毒好毒”。

这场比赛直到19日1点多才
落下帷幕，20位花儿奋力抢夺进
入东部第四场决赛的名额。结果东
道主长沙以7∶4的比分赢得第一场
“双城对决”的胜利。精彩的表演让
本报读者团看得直呼“过瘾”。

■记者 袁欣

炎炎夏日，酷暑难耐，有没有让人倍感
清凉的好办法呢？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为了回馈彩民， 特举办“福彩相伴·清凉一
夏”活动，为彩民朋友在这炎热的夏天带来

一丝清凉。
长沙市东风路286号第43019708号投

注站店面不大，但是据业主介绍，正逢湖南
福彩中心举办“福彩相伴·清凉一夏”活动，
前来购彩的彩民也增多了，为了给彩民营造
一个舒适的购彩环境，因此投注站内也装上
了空调。正在投注站里购彩的彩民罗先生兴

奋地亮出自己手中刚刚买好的双色球彩票：
3张10倍自选票，共计60元。罗先生说：“听说
福彩在开展夏季抽奖活动，我特地将挑中的
3注号码各自倍投10倍，这样就有3次抽奖机
会啦！”

自8月1日湖南福彩“福彩相伴·清凉一
夏”活动启动以来，得到了广大彩民的积极
参与，在第一轮的“福彩快乐购”抽奖活动
中，共抽出了125名幸运彩民。

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将于8月21日
上午在机房进行第二轮抽奖活动，届时将抽

取一等奖5名，各奖励现金2000元；二等奖20
名，各奖励现金1000元；三等奖100名，各奖
励现金100元。 凡在省内各福彩投注站购买
电脑型福利彩票单张票面金额满20元的均
可参与抽奖，希望彩民朋友把握机会，赢得
超值大奖。 ■曾庆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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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 一款市场零售价999元的手机在工
厂店销售价格只要399元！ 长沙尼彩工厂旗舰
店8月20日盛大开业！ 手机工厂店彻底颠覆了
传统手机多级分销经营模式，在朝阳路数码步
行街市场乃至整个手机行业引发强烈震动！

“从大哥大到洋品牌再到国产手机， 手机
行业一直充满暴利， 现在该结束了！”“手机工
厂”总经理卢洪波介绍说，目前国内手机行业
的销售模式，大多采用代理制。产品从厂家出
来，经过全国总代理、地区总代理、省代理、市
代理、 卖场等五六道经销商体系层层加价，最

终，一台手机到达消费者手里的零售价，比出
厂价翻了3倍。“手机工厂店则是以工厂价直接
面对消费者，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挤干了所有
价格水分，每部手机只赚10元，让消费者真正
享受实惠！” 尼彩i8手机此前在全国的营销模
式，和国内所有手机厂商一样，都是以省为区
域招募总经销商，然后再由省级总经销商招一
级、二级甚至三级分级批发商，最后再到手机
零售商，如此多环节的销售渠道，经过利润的
层层加价，一款零售价千元的手机，中间销售
环节的利润加价竟然高达600元！

“尼彩手机工厂店打破的是手机行业的潜
规则。” 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战略专家赖
伟民认为，尼彩此举是在消费基数巨大的基础
上，是对中国手机行业的战略性创新和商业模
式创新。

“399元厂商还能有钱赚吗？”“产品质量
能不能保证？”“售后服务能不能保证？” 面对
疑问，摩能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卢
洪波表示：“手机生产成本因规模产量大而降
低，399元价格有厂方给予每台10元的利润，
我们的目标是全国销售300万台，如果能实现
预期销售的目标， 他们的利润也有3000万
元”。卢洪波表示作为品牌行货，厂方严格坚守
“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保修”的质保规定，
同时有全国联网的售后服务商 。 电话 ：
400-677-0007

长沙尼彩工厂旗舰店今日盛大开业！
砍掉所有经销商 挤掉所有价格水分

经济信息

“福彩相伴·清凉一夏”活动火热进行中
“福彩快乐购”第二轮抽奖活动将于8月21日进行

震撼！中国走火第一人、中国
激发心灵潜力创始人———徐嘉庆
老师湖南省第二届《激发心灵潜
力———倍增销售业绩》 走火大会
将于8月25、26日在长沙（宁乡）通
程温泉大酒店举行。 世界级老师
教你如何突破心理障碍， 明确个
人定位方向； 如何在最短时间快
速倍增销售业绩； 如何激励自己
激励团队！

走火热线：87879729�
湖南省九牛人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湖南省走火大会

� � � � 北京益民堂中医药研究院最新引进“纳米立体超声诊断
仪”是由数码扫描系统对脏器，特别是消化系统等病变部位进
行精确的检测与定位，它能清晰分辨胃壁结构、准确的查出全
身各脏器的肿瘤，能清晰的观察到放大数百倍的病灶。 该检测
在体外进行，无需插管，避免交叉感染，可以清楚迅速的找到引
起胃痛、胃胀、恶心、胃酸等胃肠不适的原因。

活动时间：8 月 1 日 -9 月 1 日，特邀北京益民堂中医药研
究院消化道权威专家亲诊，采用中医四联免疫疗法，达到标本
兼治目的。

胃镜检查不插管

地址:长沙市梓园路 377 号(方泰医院三楼胃肠专科)
长沙火车站乘 108、101或乘 116、143、11路等汽车至广济桥下车即到

0731-85418622预约热线：

夜里睡不着 失眠了咋办
三 剂 汤 药 率 先 解 决 您“入 睡 难 、 早 醒 及 睡 觉 中 断 ” 难 题

失眠是一种常见的症状， 在亚
健康人群中所占比例相当高， 而长
期失眠会给身体带来不良影响，包
括思维能力减退， 警觉性与判断力
下降，免疫功能低下，内分泌紊乱，
特别是与高血压病、 冠心病的发生
息息相关。

针对失眠患者典型的入睡难、
早醒、浅睡眠及夜间多梦，根据每位

患者舌象脉象差异， 三剂汤药及其
组方遵循了中医治本的原则， 很快
让患者摆脱对西药的长期依赖，让
大批身处苦海中的失眠抑郁患者解
脱出来。

湖南省军区机关医院失眠抑郁
诊疗中心方主任， 从事临床工作及
睡眠医学研究三十多年， 拥有丰富
的临床经验；方主任还是“原生态疗

法”的课题组成员，曾多次参加睡眠
医学研讨会， 已有万余位患者在她
的帮助下走出了失眠抑郁的阴影。
详情请拨热线：
0731-85861866

地址：长沙市八一路 473 号
（八一路与迎宾路交汇处）

QQ：1628345091
http://smyyzx120.com

大叔看着近，实则远

陈晴：哇，看电视看到好多大腕，张
柏芝、章子怡、成龙、杨受成，还有无数的
导演、演员、主持人。开始以为是春晚彩
排，后来才知道是大叔的餐馆开张。

白俄罗斯： 本山老师不是一直自称从
黑土地走出来的农民艺术家吗， 我们以为
本山老师很近，实则离我们很远很远。

月光水水的闲话：看完《海洋》我想，
赵们赚了钱， 为什么不搞一个文化基金
会，赞助那些好的文化艺术，或者濒临失
传的民间艺术呢？ ■记者 袁欣

投了六千万的“刘老根会馆”里面有什么？
有“忽悠厅”，有人均五百的饭，有明星当大堂经理

哪个艺人形象最亲近得就像邻居？哪个艺人的餐馆

开业国内大腕都捧场？当然是赵本山。日前，这位在观众

心里扎根最深的农民艺术家，在北京投资六千多万开设

“刘老根会馆”，成龙、章子怡、张柏芝等大腕纷纷捧场。

据去了现场的同行透露，里面的菜名和包厢名取得很乡

土，不过装修和消费豪华贵气。

“遇到我是你最大的不幸”

比毒

消费很名流
入会最低五万 晚餐人均五百

“刘老根会馆”不设消费门槛，也没有
身份限制， 所有老百姓都可以直接进门消
费。不过，虽然是零门槛，但价钱却不是人
人都能消费得起的。

据同行介绍，“刘老根会馆” 位于北京
前门商业区和历史文化保护区， 总占地面
积一万余平方米，比邻刘老根大舞台。会馆
可以办理入会，最低入会额度为5万元。

一层大堂白天最低人均消费100元左
右，二层包间人均消费200元，但晚上人均
消费须达到500元左右。 至于更加高档的
四合院，消费价格更是贵出不少。

去会馆吃饭还有一大好处， 就是可以
让本山传媒中的演员为你服务。 据本山传
媒宣传负责人吕先生称， 有一部分演员接
受了培训，到时会来会馆担任大堂经理。

名字很乡土
“忽悠厅”、“磨叽厅”、王小蒙豆腐

会馆主要由一间两层的餐厅和六
个四合院构成，主营刘老根私房菜。“刘
老根会馆”东北味十足，男服务员穿着
大红色的褂子，女服务员统一扎着两个
辫子， 翠绿色的肚兜外罩着同色坎肩，
灯笼裤和上衣之间露出一截小蛮腰。会
馆的室外不仅大红灯笼高高挂，还有满
绣、东北二十怪、踩高跷、扭秧歌。

菜名和包厢名也都串起赵本山的
影视作品， 有非常浓郁的乡村气息。比
如四合院分别叫“刘老根大院”“乡村爱
情大院”“马大帅大院”“乡村名流大院”
“二人转大院”和“刘老根八大锅大院”。
会馆里的包间名字也取得妙趣横生，什
么“山炮厅”、“忽悠厅”、“磨叽厅”等。

在《乡村爱情》中，王小蒙的豆腐坊
相当成功。这不，“刘老根会馆”的菜名
叫得很直白，“王小蒙豆腐”、“特色八大
锅”、“首长保健菜”等等。

网友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