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信息

2016.5.20��星期五 编辑 袁欣 图编 杨诚 美编 叶海琳 校对 张郁文A15 文体看台

400-680-9026
免费索取电话：

ISBN978-7-80763-664-9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在就拨打免费电话 400-680-9026，您便
可以得到一本免费的书籍———《万病从根

治》，这本非同寻常的书已经征服了千千万万的
人。本书首次向人们展示了消除疾病，健康长寿
的秘密，助您“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
逐渐好转，血脂、血压、血糖基本正常，精力充
沛、睡眠香甜……”！ 而且每年节省数千元！

不用忍受痛苦———无须整天烦躁———不必
没完没了地吃药———更不需要每年不断地花大
量医药费，您只要按照书中的方法坚持做下去，
您的身体将会一天天康复起来！

绝对免费———不需付钱———无需承担任何
责任和义务！

如果你打进电话，你马上就会发现，这一切
都是免费的！ 真实的！ 你没有任何风险和责任！

当您静静地坐下来阅读这本书时， 您就会

感到一股涌动的活力正充满您的全身———
本书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任何人都能轻松

理解并掌握。 119页的全面指导说明（包括一种
奇妙方法的详细讲解、十几幅图示、数十个案例
以及一些延缓衰老的实用秘诀）、 已有各大学
术、新闻媒体对这种方法的报道、大量采用这一
方法者真实感受！

不必花钱购买， 无需任何代价———快快行
动！ 仅限 500册！

为了普及书中的科学方法，现向 50 岁以上
人免费赠送！

现

50岁以上人———免费赠送！
免费书籍将向您传授如何让您消除疾病、健康长寿，而且每年节省数千元！ 仅限 500册！

（8:30-17:30）
（来电如遇忙线，请多打几遍）

前列腺康复仪 1000 万产品免费送前列腺患者
来电就送

������医药快讯： 由我国前列腺病研究中心与
美国伯克利大学医学实验室合作，目前利用
电子脉冲微波工程技术研制的前列腺新产
品 -【美国前列腺康复仪】 近日临床获得成
功。 据了解，【美国前列腺康复仪】在美国进
行了众多人的大规模临床试验。

为了验证美国前列腺康复仪针对各种
前列腺疾病的确切疗效， 厂家特拿出 1000
万元产品，免费向全国万名前列腺患者进行
发放，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通过前列腺患者
的亲身验证，来反馈美国前列腺康复仪真实
功效。

目前， 免费发放活动已在全国各大城市火
热展开，只要患者马上动手拨打 400-013-2115
报名登记， 均可免费获赠 1 台市场零售价：898
元的“美国前列腺康复仪”一台。

据用过美国前列腺仪器的患者反馈：当
天，小腹有温热舒胀感，丹田处起初胀满，直
达会阴部，胀痛减轻，尿频减轻；10 天，前列
腺得到疏通，膀胱压力减轻，会阴肛门处胀
满感消失，排尿变得更加顺畅，晨勃现象出
现；20 天左右，排尿量增加，尿液混浊，炎症

减轻，男性生理反应更加敏感；40 天左右，症
状持续减轻，效果得到巩固，排毒更加顺畅，
前列腺得到修养， 组织细胞自我修复加快，
增生肥大组织回缩，尿路更加通畅；再持续
使用 20－40 天，非生理退行性症状患者可康
复，恢复前列腺及男性正常功能。

由于此次免费发放效果验证活动的数量
有限，时间较短，还望广大前列腺患者抓紧
时间领取，赠完为止，绝不多赠；谢谢您的合
作和理解！

适合免费领取的人群： 前列腺炎、前列腺
增生、前列腺肥大及其引起的尿频、尿急、尿
痛、排尿困难、滴尿、尿等待、尿不尽、夜尿多、
尿分叉、尿线细、尿无力、尿失禁、尿道口滴
白、阴囊湿冷、会阴小腹坠涨、肛门坠胀、尿道
痒痛以及阳痿、早泄等等均可以电话报名，免
费获赠价值 898 元的美国前列腺仪器一台。

注：本次活动受"消费者保护协会"全程监督，如与承诺
不符，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前列腺导入液自理）

400-013-2115美国前列腺康复仪
全国免费申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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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选择恐惧症的足球
迷而言，这个周末可不好过了。
从周日零时30分开始，足总杯、
德国杯、意大利杯、法国杯的决
赛将联袂“轰炸”屏幕。有解决
选择恐惧症的办法吗？当然，只
要你手中有电视、平板电脑、手
机等足够多的电子数码设备，
万“球”齐发都不是问题，大不
了来一次绿茵不眠夜。

范加尔命悬足总杯冠军

随着北京时间5月18日，曼
联主场以3 ∶1击败伯恩茅斯，
15/16赛季的英超联赛落下帷
幕。本赛季，曼联在球迷的嘘声
中度过。欧冠资格没有争夺到，
被曼城继续踩压。 曾经雄霸一
时的红魔，如今也是辉煌不再。
因此， 足总杯成了饱受球迷诟
病的曼联主帅范加尔希望抓住
的“救命稻草”。北京时间5月22
日零时30分，在足总杯决赛中，
曼联的对手将是水晶宫。 一边
是1990年以来首次杀入足总杯
决赛的水晶宫， 一边是想要拿
下足总杯冠军来安慰球迷的曼
联。 暂且不要质疑双方都不想
输的心，不过，双方近6次交战，
水晶宫4胜1平1负占优，如今的
曼联也无必胜信心可言。

“大黄蜂”要啃巨“仁”

图赫尔执掌的多特蒙德已
经连续3年与德国杯冠军失之
交臂。在过去3年的德国杯决赛
中， 多特蒙德已经品尝了失败
的滋味。 自2011-2012赛季以
来，除了2013年，多特均打入德
国杯决赛。 在最近的两届德国
杯决赛中， 大黄蜂分别被拜仁
和狼堡击败。 不过， 刚刚拿下
2015-2016赛季德甲冠军的巴
伐利亚巨人拜仁慕尼黑也不是
好啃的骨头。北京时间5月22日
凌晨2时，“大黄蜂”多特蒙德将
迎战拜仁慕尼黑， 争夺德国杯
冠军。 ■记者 叶竹

5月19日， 记者在苏宁易购
了解到，在5月20日到22日期间，
苏宁易购将举办“520爱要说出
口”大型促销活动，不仅拿出10
亿红包券来力挺520， 还联合了
多个商家共同让利消费者。

原本5月20日是一个很普通
的日子，近年来，在电商的追捧
下， 变成了又一个人造节日。苏
宁云商营销总部副总裁田睿表
示，所有的让利活动都是契合消
费者的购物需求展开的，人造节

已经成为互联网企业的一种趋
势。节假日越多，商家的让利活
动也多，对消费者来说并不是一
件坏事。

据了解， 本次520网络情人
节，苏宁易购投入的力度不亚于
“五一”小黄金周。苏宁易购将砸
出 10亿红包 ， 与阿里旅行 、
PPTV、 美的等品牌联合推出了
多个“甜蜜服务”。

5月20日， 苏宁超市将推出
“甜蜜品类”5.2元爆款秒杀活动，

鲜花、糖巧、红酒、成人等“520”
必备商品悉数优惠登场。 其中，
苏宁易购PC端、移动端将同步推
出“吃遍甜蜜好时光”520好时专
场，全场低至6折起。与此同时，
春舞枝、花袭人、德芙、费列罗、
杜蕾斯、冈本等国内外品牌同样
将携爆款商品，助力消费者在这
个浪漫节日温情告白。

另一方面，5月19日， 一年一
度的苏宁空调“万人抢” 同时启
动。记者获悉，此次苏宁联合美

的、海尔、惠而浦、海信、科龙、奥
克斯、志高、长虹、大金、三菱重
工等知名空调品牌商， 放量100
万台空调， 集结渠道及服务优
势，提前释放市场需求，更推出
了1499元1.5P冷暖挂机、2299元
2P冷暖空调柜机等活动。为满足
消费者多样化购买需求，推出预
存20元抵200元心意券、 任性付
三零分期、以及家电套购满额赠
空气净化器、72小时保速等福
利，给足消费者实惠。 ■朱蓉

5月18日晚，汪涵全球后
援会粉丝官方微博曝光一组
照片，照片中，汪涵坐在沙发
上，正在用毛巾敷眼睛。据介
绍，“涵哥今天录《火星情报
局》录到一半眼球毛细血管破
裂，拿毛巾敷不到十分钟又回
来继续录了！ 劳累过度导致
的，幸无大碍！以前也发生过
好多次这种状况！唉，他有他

的追求有他为之奋斗的理想，
所以停不下前进的脚步。我们
能做的就是祈求他平安康健
而已！”

汪涵的身体状况一直令
粉丝堪忧，2007年，因劳累过
度，曾患肝病，一个月瘦了12
斤 ， 他自己调侃为“被迫减
肥”。2010年，在《天天向上》
的录制现场， 汪涵大流鼻血，

吓坏观众。 这次微博发布后，
不少网友留言嘱咐其要注意
身体：“涵哥， 为了小沐沐，也
要好好照顾自己！” 据记者了
解，汪涵目前手上有《天天向
上》、《火星情报局》、《多彩中
国话》 等电视及网络综艺节
目，同时担任湖南卫视频道节
目监制职务，并经常出席各类
社会活动。 ■记者 袁欣

劳累过度，汪涵眼球毛细血管破裂

砸10亿红包、100万台空调 苏宁易购适时拉动大众消费

连连看

近日，为期一周的“‘雅韵三
湘·传统戏曲艺术’进校园花鼓戏
知识普及讲座” 在湘府英才小学
拉开帷幕。 省级非遗传承人李小
嘉为学生们普及服装和头饰的基
本知识，并邀请2名小朋友上台试
穿服装， 让小朋友们感受了花鼓
戏独有的魅力。 ■记者 吴岱霞

萌娃热捧花鼓戏

欧洲足球“杯剧”之夜
你怎么看

赛事直播表
5月22日（周日）
00:30�足总杯决赛 水晶宫-曼联
02:00�德国杯决赛 拜仁慕尼黑-多特蒙德
02:45�意大利杯决赛 尤文图斯-AC米兰
03:00�法国杯决赛 马赛-巴黎圣日尔曼

曼联队球员马塔（左）与水晶宫队球员苏亚雷拼抢。

2016年5月28日， 由润和集
团旗下国茯黑茶总冠名、 天津瑞
恩文化主办的2016张惠妹乌托
邦世界巡城演唱会将登陆长沙，
实现一场全民乌托邦。AMEI将
会在演唱会中展现一个完全不同
的自己，突破性的舞美、灯光、音
响亦将重新定义“华丽炫目”；现
场观众将会见证冠军单曲的重新
演绎和世界顶级舞者助阵的表
演，在这里只有爱与欢乐。

“乌托邦世界巡城演唱会”顾
名思义，AMEI将以阿密特的身份
站上长沙演唱会舞台， 这还会是
AMEI与阿密特同台合体的巡回
演唱会， 势必再掀演唱会门票秒
杀的“疯”潮！?届时，众人可在国茯
黑茶的引领下近距离感受张惠妹
的魅力，让我们拭目以待！

演唱会地点： 长沙市贺龙体
育中心

购票地点： 长沙市芙蓉中路
508号之三君逸康年大酒店1620室

购票电话：400-626-1618

张惠妹2016乌托邦世界
巡城演唱会5月长沙开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