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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花一分钱
教你用醋降血压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动脉硬化、冠心病均可通过巧吃醋降压稳压，消除心脑并发症
巧吃醋降压稳压 减吃西药不是梦
醋能治病，早在《本草纲目》，《千金·食

治》，《医林纂要》等诸多医学名著中就有记
载———“破血运，消痈肿，散水气，杀邪气”。
很多中老年人也都听说过，醋能软化血管，
还能降血压！ 但为什么有的人不仅顿顿吃
醋，还有醋泡花生，甚至天天喝醋，为什么
没有效果或是效果不理想呢……

这一切的疑问都可在新近出版的健康
书籍《百岁老中医醋疗降压大揭秘》中找到
答案！ 不仅如此，在书中，你可以了解到民
间流传的醋泡花生、醋泡黄豆、醋泡鸡蛋效
果都不太明显的主要原因， 是泡法和选料
不对；在书中，你还可以了解很多以前不知
道的醋疗小妙招：比如降血脂、通便秘、治
肠胃、 抗肿瘤……而且一看就懂， 一学就
会，在家就可以防病治病；在书中，你还可
以借鉴醋疗研究专家学者的科研成果，在
疾病的治疗上少走弯路； 你可以从众多醋
疗康复患者的心得体会中汲取经验， 不走
弯路；看懂此书，你就有可能摆脱高血压及
多种慢性疾病，健康长寿！

该书图文并茂，语言简单易懂，实为广
大高血压、高血脂、老便秘、脂肪肝等中老
年慢性疾病患者健康长寿的养生宝典。 上
市短短三个月， 便有近十万患者阅读过该
书。 他们从原来的害怕、恐惧、束手无策，最
终在书中找到了科学的醋疗方法， 减停化
学药品，有效战胜疾病，摆脱病痛，过上了
健康人的生活！

读书解疑惑，在家康复慢性病
� 为了配合国家老年心脑血管疾病防治

工作，提高“三高”人群尤其是老年慢性疾
病患者的生活质量，《百岁老中医醋疗降压
大揭秘》即日起面向全国免费发放，让你不
花一分钱，有效降血压、降血脂，摆脱老便
秘、脂肪肝，远离心脑血管疾病！

现在拨打：400-715-2008， 你就可以免
费得到这本备受医学专家推崇的健康宝典，
不收您一分钱。 全国限量 5000 本！

本次活动由山西水塔醋业和相关部门
发起，权威可信，真实有效，为了让更多人
得到帮助，请真正患有高血压、高血脂、冠
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以及脂肪肝、便秘、免
疫力低下的慢性病患者申领此书， 由中国
邮政免费快递到家，不花一分钱，轻松醋疗
消疾病，健康长寿更开心！

全国免费
领取热线

免费发放
★本次活动为公益惠民
活动， 全程不收任何费
用，只要你一个电话，书
本即可送到家！
声明：

申领到本书者有机会
享受数千元健康补贴

《百岁老中医醋疗降压大揭秘》

（仅限 50 岁以
上人群申领）

400-715-2008

本报9月15日讯 湖南省互联
网金融+农业峰会今日在长沙召开，
会上发行了我省第一张互联网特色
农产品企业和银行合作的联名卡。

据悉，此卡是集金融服务、惠助
三农于一体的利农利民金融农业服
务产品， 由工行与搜农坊联合发行，
消费者可以享受特定折扣，涉农企业
将获得资金流支持等便利。湖南省商

务厅电子商务处处长胡松强表示，我
省农业电商发展迅速，工行与搜农坊
的牵手势必成为省内电商资源整合
的新亮点， 是全省的一个全新典范，
将促使更多的电商企业和金融机构
合作，共同打造农产品区域性地标品
牌，解决农产品的销售问题，促进农
业产业发展。

■记者 杨田风 实习生 刘倩

本报9月15日讯 长
沙的各个小学已陆续进入
新学期，三湘都市报记者发
现，不少小学生的手腕上多
了一种具有通话、定位功能
的手表，号称能防止孩子丢
失。在一些小学的低年级班
级里，佩戴这种手表的学生
数量甚至占到了总人数的
三分之一。

不过，这种手表的安全
性也引发一些家长的质疑，
“手表的辐射会不会影响孩
子的健康？”老师提醒，孩子
上课不能玩手表，家长也不
要在上课时间给孩子打电
话。

主打定位和通话
学校周边商店热销

今日， 记者在大同小
学、砂子塘小学、枫树山小
学等学校附近的文具店走
访发现，不少商家都有售卖
这种通话手表。这类手表都
摆在显眼的位置，有多个品
牌，颜色不少，款式多样，售
价从200元至500元不等，
包装上的广告卖点是“防
止孩子走失 ， 让父母放
心”。

“现在这种可以定位的

电话手表卖得非常好，基本
上都是家长带着小孩子来
买，也有买了当礼物送给别
人的。” 在枫树山东南海小
学旁经营文具店的周老板
告诉记者，“防丢失手表最
近两个月才兴起，刚开学那
几天销量特别好，都快卖断
货了， 厂家现在正紧急补
货。”

记者仔细查看了说明
书， 这种手表没有娱乐功
能，安装了电话卡后就具有
拨打和接听电话的功能，但
只能拨打两个设定的亲情
号码。

此外， 此款手表还有定
位功能，家长通过登录厂家
推出的APP就能查询到孩
子的位置，当孩子的位置超
出了预设的地理范围后，家
长在手机上就能收到报警
信息。

手表有辐射
并非精确定位

“跟普通手表相比，价
格确实有点贵，但是为了孩
子的安全，还是买了一个。”
市民陈女士给在大同小学
念二年级的女儿买了一个
电话手表作为开学礼物，她

认为孩子除了可以随时看
时间，还能在遇到危险的时
候按手表上的一个按钮，向
家长发出警报。“孩子走丢、
被骗的案例太多了，买个可
以定位的手表还是安心
些。”

不过，这款手表的定位
功能并非精确定位，文具店
的周老板告诉记者，“手表
的定位一般都会有十几米
到数百米的误差，特别是信
号基站建设较差的地方，精
确性会差一些，但家长一般
不会通过定位来找孩子，只
是了解孩子的大概位置而
已。”

此外，还有一些家长担
心手表的辐射会对孩子的
身体健康造成影响，“之前
网上有帖子提到这种手表
的辐射比手机大不少，虽然
难辨真假，但我还是觉得没
必要给孩子买，而且也担心
孩子上课会把玩手表分
心。”

今日，记者电话咨询了
一家通话手表的客服，对方
称产品是通过国家3C辐射
认证的，辐射轻微，不会对
身体造成伤害。

■记者 潘显璇
实习生 卓凌宇

主打通话定位，防走失手表一度断货
一个班三分之一的学生戴通话手表上学，老师提醒：上课时别给孩子打电话

枫树山东南海小学三年级2班的
班主任徐珊珊介绍，佩戴这种通话手
表的多是低年级的学生，目前班上50
名学生中，已经有十多个学生佩戴了
来上学，占了三分之一，而且人数还
在增加。“现在很多学生都在托管机
构，一些家长因为工作忙不能按时来
接送，或者孩子需要打扫卫生不能及
时回家，通过这个手表家长能方便及

时地了解孩子的情况。”
三年级4班的班主任宋媛则表

示， 因为这种手表出现的时间不长，
暂时还没有发现弊端，也没有影响到
孩子的正常学习，所以学校目前没有
禁止学生佩戴通话手表。“我们跟学
生强调了上课时间不能玩手表，也有
跟家长沟通过，上课时间不要给孩子
打电话。”

我省首张互联网特色银行卡发行

本报9月15日讯 今日湖南苏宁
在长沙召开媒体通报会，宣布苏宁易
购云店将于9月30日落地长沙五一
商圈。

全新开业的云店将具备O2O零
售体验最核心的四大功能模块：主题
体验模块、特色零售模块、休闲娱乐
模块、智慧服务模块。

“届时，我们将以周度、月度为单
位，开展餐饮课堂、摄影课堂、亲子烘
焙、游戏竞技等主题活动，不仅为消
费者带来购物的极致体验和乐趣，还
向消费者传递健康、 时尚的生活理
念。” 苏宁云商长沙大区总经理窦祝
平说。

窦祝平表示，云店是苏宁易购在
线下实体的落地，是“卖商品，更卖体
验、卖服务、卖生活”的互联网零售产
品。

改造后的五一广场云店将实现
200M无线WiFi覆盖，仅保留约50%
的电器经营面积， 并将其改造为
360°场景式体验区，以家庭氛围进

行出样展示； 新增加红孩子母婴模
块、儿童体验区、PPTV、海外购专区
和消费金融线下服务专区。

目前，苏宁已经开发出成熟的虚
拟货架和智能电视屏商品出样系统，
通过智能程序，云店的管理人员可以
将苏宁易购线上1200多万的SKU在
苏宁易购云店得到完美落地。为了提
升云店O2O购物体验，苏宁易购云店
的商品专区上线一体化收银、易付宝
钱包付款，通过“POS开票+一体化收
银+易付宝扫码支付”的搭建，有效
减少顾客收银排队等待时间。

业内人士称：苏宁易购云店就是
将苏宁易购直接3D打印出来， 从二
次元的电商网站变成了三次元的实
体门店。 ■记者 杨迪

上课时间不要给孩子打电话

本月底，苏宁易购云店将落地五一商圈

新学期开始，学生佩戴防走失手表成风潮。 记者 潘显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