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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秋冬时节，气温骤降，天气干燥，

你是否开始怀念那暖暖的红茶了呢？ 继上

半年热销成都商报买够网（mygo.chengdu.

cn)之后，川红工夫、红贵人红茶再度归来，

两种产品均以惊喜价亮相， 回馈喜欢红茶

的亲们。

相比清淡的绿茶， 全发酵的红茶口感

较重，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糖， 能生热暖

腹。秋冬时节泡上一杯暖暖的红茶，不仅可

以暖身体，还可以养胃。

而说起红茶， 就不能不提我们四川的

川红工夫，这是中国三大工夫红茶之一。在

2013年成都举办的全球财富论坛上， 川红

工夫茶被推选为四川名片， 成为递给世界

的茶礼。

川红公司拥有中国茶叶界最完整的茶

园体系，还建立了全产业链追溯系统，30万

亩川红工夫茶园，每年8000吨茶产量，保证

每一片都绿色安全无公害，让您喝得放心。

一杯红茶 秋冬暖胃

喝/出/来/的/健/康

川红工夫

规格：108克

市场价：248元

买够价：168元

川红红贵人

规格：225克

市场价：498元

买够价：368元

采自海拔 1000

米的山涧老茶园，全

芽紧细、满披金毫，其

水、香、味似果、蜜、玫

瑰花等综合香型，汤

色橙红明亮， 滋味鲜

活甘甜。

古有“百病从寒起，寒从脚下

生”之说，可见足部健康关系到全

身健康。 为自己和家人配一部按摩

足疗仪，就像把“私人足底按摩专

家”请回家一样。天气渐渐冷起来，

晚上坐在家里看电视、上网，总觉得

脚底板冰冷不舒服，如果让“私人

足底按摩专家” 帮你将脚捂热，顿

时你就会觉得全身热和。 而这个足

底专家会的还不止这些哦———其按

摩模式是足前段滚揉按摩， 足中段

刮痧按摩，足后段顶揉按摩，三段式

按摩既可分开使用，也可组合使用。

这款足疗仪采用德国进口电

机，功率小，消耗低，内设恒温保护，

安全省电； 外壳采用ABS一次料成

型，色泽亮丽，经久耐用，环保性好。

时尚按摩足疗仪

（美足宝）

型号：FX-901A

功能：无线遥控 红外理疗

额定功率：50W

买够价：445元

温馨提示

此次按摩器团购活动只在买够

网进行， 如果你对这三款产品感兴

趣，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订购：

1

、手机扫描本版产品二维码，直

达成都商报买够网微商城下单购买；

2

、 登录成都商报买够网

mygo.

chengdu.cn

下单购买；

拨打028-86626666

电话订购

久坐办公室，天天操

作电脑，你是否经常觉得

手腕不适、 背部酸痛？工

作忙碌，天天跑客户谈方

案，一到晚上就觉得精神

很差？家里的父母年纪大

了，一到冷天，颈椎、腿上

的老毛病好像又恼火了

……去外面推拿按摩放

松身心， 既贵又不方便，

还有什么好办法呢？其

实，你不妨将“私人按摩

专家”请回家，随时按摩

改善身体状况，还能和家

人共享。

本周，成都商报买够

网微商城就上架了三款

非寻牌按摩器，一款是可

以家里车载两用的按摩

椅靠垫，一款是可以加药

泡脚的智能足浴盆，还有

一款是可以红外理疗的

按摩足疗仪。 在家乐福、

沃尔玛、欧尚等超市里的

体验点，这三款产品都卖

得十分火爆，价格也相对

较贵。而在买够网推出的

非寻按摩器团购活动中，

三款明星产品，全部特价

销售，市场价上千元的按

摩椅靠垫， 团购价只需

658元。

中医认为痛则不通， 通则不

痛。这款车载家用多功能按摩椅靠

垫的功能就是针对颈、 腰的推拿、

揉捏， 通过红外线热敷按摩部位，

使经络气血畅通，从而达到缓解疼

痛和保健强身的目的。

与普通按摩垫相比，这款按摩

椅靠垫功能强大， 适用很多部位，

可以缓解颈部、背部、腰部、腿部和

手腕的疲劳。其有几大特点：

1、 根据人体工程学原理，造

型流畅贴合人体背部曲线， 更好

发挥按摩作用；采用4D按摩头和

仿真人手法，按摩头可上下“行

走”，想按摩哪里就按摩哪里。

2、背部无极推拿按摩，手法精

准到位，按摩全方位无死角；再加

上红外光波加热理疗，能有效促进

血液循环。

3、采用德国进口电机，马力

十足，经久耐用；配备独立车载和

家用双电源，既能在家里按摩，还

能放在汽车座位上， 在开车之余

也能方便地按摩。

4、按摩垫采用顶级PU制造，

手感柔软舒适； 配备多功能手控

器，操作简单，功能一目了然。

型号：FX-618B

额定功率：48W

额定时间：15分钟

市场价：上千元

买够价：658元

非寻车载家用

多功能按摩椅靠垫

优

顶级PU

手感柔软舒适，

耐磨耐脏，柔韧性强

劣

回收面料

不卫生，用后造成

皮肤过敏、红肿

给身体“充电”

来，把私人按摩师请回家！

买够网推出按摩器团购，三款明星产品，全部特价销售

非寻智能

安全按摩足浴盆

型号：FX-931B

水位高度：

18~20CM

功率：800W以下

市场价：699元

买够价：297元

脚被誉为人体的第二心脏， 双脚

离心脏较远，加上地心引力的影响，血

液回流时就费劲。如果每天泡脚，就等

于在身体的下部加一个“泵”，可以助

心脏一臂之力， 尤其是用适度的热水

浸泡双下肢再加以按摩， 可以使经过

双脚的血液温度增高，速度加快，让血

液回流畅通起来。

非寻智能安全按摩足浴盆通过

PTC加热， 确保与人体接触的水中无

任何通电体，从而达到完全绝缘，让你

泡脚安全无忧。

1、盆里有超大面积的六个按摩脚

轮（两个电动按摩滚轮+4个脚动按摩

滚轮）， 贴合脚部拱形， 按摩面积更

大，按摩更彻底。

2、配有超大滚动气泡淋浴，震动

气泡冲击按摩脚部，可放松身心。

3、超大足底按摩点，比十字路更

细密，凸点多达130多个，让你轻松享

受足底穴位理疗。

4、采用具有穿透力的红外灯光照

射，充分促进血液循环。

5、 可将温度设置在当前水温，满

足不同人的需求， 水温可在35～48℃

调节。

6、隐形便携环圆形设计，盖下与

整机融合一体，可用手提。

一次性花几百元就能

把“私人按摩专家”请回

家，而且，产品购买后，只

要包装箱完好，15天内不

满意可以换新货。 这等好

事，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吧！

秋日“醉”美，美在“成都买酒节”！

青梅酒历史悠久、文化内涵深远。在浓

浓秋意中，来一杯文艺的青梅酒，让人沉醉

在浪漫的氛围中！“成都买酒节” 再次发

力，回馈成都商报读者，特地推出一款迷倒

万千消费者的魅力美酒， 中国青梅酒的诚

意之作———圃田冰青·雪山。现在只要登录

成都商报买够网（mygo.chengdu.cn）订购，

爆款“圃田冰青·雪山”每瓶98元，消费者

需到指定地点自提。如果订购一箱（每箱6

瓶），则只需528元，每瓶低至88元，三环内

免费送货，让您在家坐等美酒上门，享受青

梅煮酒论英雄的快意！

“青梅煮酒斗时新，天气欲残春。东城

南陌花下，逢着意中人。”青梅带着大邑青

山的湿气、淡淡的青苔味道，它的酸甜与光

华雨露邂逅清冽甘甜的山泉， 在窖中沉寂

几载，经过时光的发酵，华丽蜕变为香气优

雅、鲜酸醇和的青梅美酒。秋景迷人，浓浓

秋意中，天青月圆下，花间小酌，甘甜醉人

的梅子酒，且饮一杯，轻啜一口，12度的绝

妙调制透出淡淡果香， 迷醉的香槟酒色魅

惑动人，润心润肺，安抚了麻辣燥热，让心

情自由安放，让秋日的清冷情怀不寂寞。

自然的馈赠 工艺的杰作

据悉，圃田山庄占地8000亩，东起大邑

县出

陈

江镇，西达花水湾温泉小镇，傍依西岭

雪山，东接鹤鸣山，北望雾中山。这里地处

神奇的北纬30度，群山环抱、山青水秀、阳

光充足、雨水丰沛。圃田山庄现已成为全国

闻名的原生态青梅生产基地， 拥有上万棵

天然野生梅树。清新空气里，青梅自由惬意

地生长， 每一颗都分外饱满多汁。 梅熟季

节，日出而摘，挑选圃田山庄野生鲜果，严

格验收，确保所摘果实的饱满鲜活，日落而

窖， 最大限度地保存了青梅果中的营养价

值和活性成分。

工作人员介绍， 为了让青梅酒更加香

醇， 特地引用西岭雪山历经千万年冰封后

融化的涓涓细流。 而鲜果与泉水共同经过

二十一道繁琐的工序， 每百斤青梅仅能酿

造出半斤圃田冰青青梅酒！ 每一滴都是数

颗青梅的精华凝聚而成，酒入豪肠，便化出

无尽的畅爽与绵柔， 每一瓶圃田冰青都可

谓是酒中良品。

秋季佳酿 与大闸蟹相得益彰

秋季是食蟹的好时机。蟹虽然鲜美，但

性寒属冷，多吃易伤及肠胃，而青梅酒甘甜

润喉，加上良好的去腥效果，吃的时候更觉

香美。细酌慢饮青梅酒，小口品尝大闸蟹，

螃蟹味道浓郁，青梅酒清香醇甜，蟹肉的鲜

美和梅子的甘醇在口感上极其合拍， 两者

相互交融，演绎另一种风味。当温厚醇美的

青梅酒“蟹”逅肥美多汁的大闸蟹，齿颊间

岂是一个“鲜”字了得！

醇美淡香之间，圃田冰青·雪山如同优

雅馥郁的佳人，妩媚动人。无论是冰饮还是

温烫，淡淡的果香，与蒸馏酒和糖的浓烈、

醇厚交揉在一起，在舌尖划出美妙的彩虹。

其酒精浓度较低，口感酸甜，最适合女人自

斟浅尝。秋日小聚，来一杯青梅酒，共享欢

聚的喜悦。

国庆长假刚过，酒市旺季已悄然开场，

各大酒企纷纷发力，争夺下半年市场先机。

所谓“无酒不成席”，各类宴席高峰期即将

来临， 逐渐催热了酒水市场。“成都买酒

节”借机推出9元惊喜抢购“酒道师A8”活

动，点燃了买酒热潮。

现在只要登录成都商报买够网（mygo.

chengdu.cn）订购，爆款“酒道师A8”每瓶

只需要9元，立马让你感受满满的惊喜！

九元酒 诚意酒

继国窖1573掀起白酒行业旋风之后，

泸州老窖又出力作———酒道师生态级浓香

型白酒系列。最近，酒道师系列又推出品质

上乘的“酒道师A8”。

众所周知，泸州老窖的“老窖”世界闻

名。夫国窖者，始建于前明，成池于万历，经

四纪风土，阅三朝之人情。故硕果仅存于江

阳， 浓香发源于泸州， 乃有几百年之老窖

池， 传统酿造， 是为 “酒道师”。“酒道师

A8”秉承泸州老窖“天地同酿，人间共生”

的经营理念， 努力为大家奉上新的味觉享

受， 分别有38度和52度两种， 原价288元，

“成都买酒节”期间一瓶只需要9元。由于

是厂家直销， 从泸州到成都的每瓶酒需要

EMS独立包装，单独运输，所以每瓶酒运费

需要30元，即可享受足不出户，美酒上门。

时光佳酿 源于自然

“酒道师”生态白酒庄园建在泸州老

窖三大酿酒基地之一的纳溪， 气候温暖湿

润、森林葱笼、古木参天、自然资源优渥。目

前纳溪基地规划占地1.6万亩， 将集原粮种

植、传统酿造、品鉴体验、藏酒定制、度假旅

游于一体， 着力打造世界一流蒸馏酒旅游

胜地和中国优质白酒主产核心区。“酒道

师” 也承袭了泸州老窖的精神脉络和纯正

血统的传神酿艺：平原上优质朴实的粮食，

在上百年的泸州老窖池中加曲发酵， 淀粉

慢慢转化为酒精的芳香，几经蒸煮，优质水

源加上粮食的精华共同化作滴滴绵甜清

冽、尾净余长的甘露。窖藏的美酒经历时光

洗礼后，愈发浓郁醇香，再经过加工、过滤、

装瓶，最后一瓶瓶“酒道师”进入千家万户

的餐桌。酒质绵、甜、软、净，浓香四溢，入口

香清味醇，入舌余味悠长，入喉爽润温和。

“酒道师” 瓶身线条精致柔美， 高贵而典

雅，辅以精致酒道师字样，尽显灵秀气质，

不仅满足了现在的审美需求， 更满足了现

在消费者健康饮酒的关键需求。

“国之道，在于公；家之道，在于和；人

之道，在于诚。品酒论道，师从自然。”“酒

道师A8” 秉承中国白酒五千年悠悠历史，

大力弘扬民族酒道文化，坚持创新发展；它

不仅是泸州老窖旗下的一个品牌符号，更

是“酒道师”在生态白酒领域的潜心力作，

它所象征着的，是一种久居山水、悠然闲适

的生活方式。

源于长江之滨，

高山茶园，清鲜嫩叶，

片片挑选， 纯正工夫

茶制作工艺， 条索细

小紧秀， 色泽乌中秀

金，汤色明亮金黄，醇

厚鲜爽，香袭人醉。

成都买酒节大福利：

泸州老窖酒道师9元抢购

等级：优级

香型：浓香型白酒

产地：中国泸州

酒精度：

38%vol/52%vol

净含量：500ml

储存条件：常温

原价：288元

现价：9元/瓶

运费（EMS）：

30元/瓶

酒道师-A8�

圃田青梅酿甘醴，

成都买酒节送来文艺的美酒

1

、冰饮：

在酒杯中加入冰块，或将

整瓶酒放入冰桶中， 让酒精与冰块完美

配比，创造出清爽回甘的味觉惊喜。

2

、温热：

将碗盏盛水放置烛台加热，

再将酒盅放入水中， 待酒体变暖斟入杯

中，此法适宜严寒冬季，带来扑鼻梅香以

及温暖醇厚的味觉惊喜，养生修性，宁静

遐思。

青梅酒零卖提货地点：成都市青羊区宽巷子18号香积厨1999

联系人：宋经理

电话：86696153

制图 王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