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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药不一定在药店
或许在菜市场

● 不用医生提醒，冠心病、脑中风、高血压
等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都在自我控制饮食， 对许多
食材都是忌口的。

● 因为害怕疾病恶化，他们不敢吃不敢
喝，他们只敢吃药！

● 人是自然的灵性生命体，其实我们忽
视了最天然的药物！ 老祖宗用的中药材都是来
自天然，很多食材就是最好的药材。

“这是一本堪称心脑血管病的活辞海，你
的很多病症、疑问都能在书中找到答案！ ”

2012年以来，集合了冠心病、心绞痛、脑中
风、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解决方案的《吃菜养
心》一书，发行量超过了 100万册。

书中讲到：好药就在菜市场，不在药店！ 科
学吃菜就可调理高血压、心脏病、脑中风、脑血

栓、脑梗塞！ 大有可能！
● 2012 年度受读者欢迎的健康读本！

2013年度健康类畅销书！2014年 5月亚马逊图书
销售居首！

● 简便易学，无论你的病症有多严重，无论你
治疗失败了多少次，吃菜疗法都会让你意外惊喜。

● 喜欢动手的读者， 还可以根据书中的提
示，制作蔬菜胶丸，随身携带，无毒无害，轻松对
付高血压、心脏病、脑中风、脑血栓、脑梗塞！

● 两年前看了此书，并照法施行的数十万
心脑血管患者，大多数都因此受益！

家里有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 不想再
花冤枉钱？赶快拨打电话，领取这本心脑疾病免
费指导书！ 不用你出门，不要你一分钱，每家可
领 2 本，来电就送！（如有人收钱，请举报）

吃菜吃出好心脏

400-8080-656、400-8080-656
3每家可领 本，仅限 天，发完为止2

中国银行长沙湘雅
支行理财经理谢昕表
示， 刘希文家庭收入中
等， 正处于家庭的形成
期， 也是积累财富的阶
段。 家庭20万元的闲置
资金放在银行有点可
惜， 建议拿出来进行一
些投资，钱生钱；其次，
生育孩子以及孩子教育
金规划也需要提前做准
备；值得一提的是，刘希
文家庭保障意识并不
强， 建议再添置一些保
险， 提高家庭抵御风险
的能力。

20万元起步，如何让财富“飞”
浏阳小伙刘希文和新婚妻子一起经

营一家快餐店，结婚时父母给的钱以及收
获的各种礼金加起来有20万元，暂时没有
赡养父母及育儿的压力， 日子过得很滋
润。他俩打算两年后要孩子，该如何理财，
才能实现财富“飞”呢？

■记者 潘海涛 梁兴 通讯员 王茜

刘希文今年26岁，高中毕业后在当地
经营一家快餐店。去年年底，他与妻子陈
丽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妻子目前也在
店里帮忙做事，除去开支，两人每月收入
总计6000元左右。两人均无社保，也未购
买任何保险。

结婚时，刘希文父母一次性给了他12
万元，再加上结婚礼金8万元，刘希文夫妻
目前手握20万存款。 由于还住在父母家，
两人打算近5年内不买房不买车， 想将存
款和收入进行长期投资。

理财案例

1、两年后生孩子；
2、现有资产如何进行投资理财；
3、5年后打算买房子（120平方米，

4000元/平方米），买15万左右的车。

理财目标

1、防范风险：留给家庭
足够“保障”

“保障”并不全指保险，而
是“应急的钱+保险”。根据刘
希文家庭情况， 预留1.5万元
紧急备用金足矣，为保证支取
的灵活性，备用金可投资货币
基金，收益率4%左右。此外，
应立马补缴社保，并适当配置
商业保险，投保金额不超过年
收入10%为宜，可以优先选择
意外伤害险+重疾险的组合。

2、财富增值：配置各级
风险投资产品

从理论上讲，家庭形成期
阶段， 风险承受能力比较高，
此时的投资配置可以按照“高
风险70%+中低风险20%+无
风险10%”的比例配置。

高风险资产建议选择股
票型基金或者指数基金，最好
以“定投+择时单笔”的方式

投资，比如每月固定拿出2000
元定投， 这样一年可以投入
2.4万元，另外再拿出1万元左
右的资金择时单笔投入，这样
共计6万元的本金用2年时间
建仓完毕，从收益上看，优选
股票基金可以获得8%以上的
收益。

中低风险资产建议选择
P2P网贷和银行理财产品。从
收益上看，中低风险的投资可
以获得7%的收益。

3、提质生活：建议提早
执行买房计划

5年后买房， 预计需准备
50万元， 买车15万元左右。事
实上，根据目前刘希文家每年
7.2万元的结余来计算，5年36
万元， 再加上20万元存款，加
上理财增值和利息收入，5年
后这笔资金能完全足够用于
买房买车。

但是理财师建议，可以采
用按揭还款的方式，将买房乃
至买车计划提前到今年或者
明年，这不仅将极大改善生活
质量而且按揭还款还能增加
刘希文夫妻赚钱的动力。

4、未来准备：储备子女
教育金

家庭可从存款中拿出部
分资金进行长期的投资。比如
10万元投资某教育基金2年，
按照11%的年收益复利计算，
到期能获得2.2万元收益。

案例分析

对于刘希文这个新
婚家庭而言， 夫妻二人
都是刚刚脱离父母、真
正实现财务独立的 80
后。 短期内不打算生小
孩， 也暂时没有赡养父
母的压力， 此时最重要
的是， 在保证家庭风险
的前提下， 建议两人的
投资理财计划应该放在
如何有效的积累财富
上。

理财建议

理财规划

中国银行长沙湘雅支行理
财经理谢昕

免费申领电话：4007-030-779

1、三高、心脑血管病。本书把心脑血管疾病
几个发展阶段讲得引人入胜， 看后就会恍然大
悟。书中的办法，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在家就能
调理好。

2、记忆力减退、脑萎缩。 看完这本书，明白
自己该怎么做， 科学预防老年痴呆， 自己不受
罪，不给儿女添累赘。

3、视力减退，老年性眼病。 看完就会明白，
人到老年眼睛里最缺什么，学会书中这些方法，
看病不求人，不走弯路，一辈子亮亮堂堂。

4、糖尿病及并发症。 这本书真是写到心里
去了，饮食逐步正常化、药越吃越少，再也不用
担惊受怕了。

5、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病、脂肪肝。 这本书
全面系统介绍了这些疾病的来龙去脉， 通俗易
懂。根据书中的方法，自己在家就能减轻疾病的
折磨！

6、浑身不得劲的亚健康状态。说病不是病，
浑身不舒服， 这些让医生头疼的病前病都能在
本书中找到让你缓解症状的方法。

30 年前，大家常年吃不饱，每月 4 两油还要
凭票，甚至一年难得吃一次肉……可那时，三高、
心脑病、糖尿病很少见。

为什么？ 日子好过了，“富贵病”却越来越多
……到底怎么了？ 我们哪里做错了？

远离疾病享健康，生物专家有妙方
《多活三十年》 一书是依托生物专家牛满江科

研成果精心编著而成的一本科普好书。
《多活 30 年》 告诉你心脑血管病从哪里来？

在它发展的几个阶段中， 应该如何抓住关键，科
学干预，一生不得心脑病，多活很多年。

《多活 30 年》承载着牛满江专家晚年最大的
心愿： 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吃上 α- 亚麻酸，让
你远离搭桥支架，无病无痛，健康长寿！

《多活 30 年》是一本健康科普读物，用心研
读，受益一生！ 无论是您调理自身，还是呵护家
人，再也不会漫无目的。 有了目标和方法，就能让
自己、让亲人多活很多年！

为方便老人领取， 防止现场人多踩踏，本

书将通过快递的形式寄给您， 只要打一个电
话，您坐在家里就可以收到，整个过程不用付
任何费用。

正规书号，仿冒必究！ 请在湖北科学技术出
版社官网 www.hbstp.com.cn/查询。

“关爱心脑健康工程”正式启动，公益
赠送 500本，免费发放

《多活三十年》 由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严格
审查，正式出版发行，统一售价 18 元。 为纪念生
物专家牛满江百年诞辰，适逢“关爱心脑健康工
程”在我市正式启动，特公益捐赠 500 本，向我市
50岁以上人群免费发放。
健康好书教你多活很多年的科学方法
《多活三十年》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很多人

拿到手一口气读完，恍然大悟，并被书中的科学
方案深深打动，他们用书中所学到的方法，一步
一步做，结果很多病症渐渐消失，身体越来越棒。

看过本书的读者：“这本书对疾病的分析得
很透彻，我看了 3遍，受益匪浅。 ”

50 岁 以 上 人
可 免 费 领 取

热烈祝贺健康好书《多活三十年》隆重出版发行

6大人群不可错过的养生宝典

（优惠代码：80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