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 李天啸 编辑 余兰 冯石龙 美编 陈亦乐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2017年5月12日
星期五S4 特卖会

燕窝是一种特殊的雨燕科鸟
类——金丝燕用自己的唾液和一
些羽毛混合而建筑的巢，在全世
界的数十种雨燕科鸟类中，只有
在中国云南、海南一带以及马来
西亚、印尼等地栖息的金丝燕，它
的唾液中才含有高纯度和高营养
价值的蛋白质成分，成为难得的
补品，跻身传统“上八珍”之列。

买够网生活馆特卖会为市民
带来的燕窝产自马来西亚，不仅
有28元/克的精品官燕（这是由金
丝燕第一次筑的巢采摘而来，质
地纯洁，是燕窝中上品），还有18
元/克的三角燕窝（金丝燕将巢筑
在墙角形成的三角形燕盏），满足
您的不同购买需求。 （余兰）

古籍底本
买够网特卖的国学线装书全部是

国人值得阅读和收藏的历代传统国学
经典，同时，出版社组织了多位大学教
授对内容进行重新整理，底本选择以
上海古籍、商务印书馆等权威版本做
底本。从内容、版本上力争做到精准、
权威。

名家点校
出版社聘请专家组织编写，在内

容上严格进行三审三校工作，对文中
的图片、标点、语句、注释、译文等严格
把关。可以说，这些国学线装书从内容
到全书编校，从装帧设计到印制工艺，
都非常出色。

宣纸线装
手工线装书，其制作工艺复杂，费

时费力。正因为如此，才更显珍贵。机
制宣纸采用特殊的防腐技术，防蛀、防
霉，能久存于世。古式线装书，工艺精
美，典雅大方，赏心悦目，便于诵读、珍
藏。 （余兰）

春夏之交，天气正好，不少中老
年人都会约上朋友去旅游。不管是
游山玩水，还是休闲观光，出门在外
总免不了走走走。那么，选择一双适
合的健步鞋就非常重要了。买够网
为您推荐双星名人健步鞋。它不捂
脚，穿上后五个脚趾能自由活动，鞋
口采用魔术贴鞋带设计，穿脱方便。
采用特制双密度PU大底，吸盘式深
槽，像壁虎的爪子一样抓地有力，防
滑性好。采用新型鞋底材质，单只鞋
重量还不足3个鸡蛋重，穿在脚上超
级轻便。采用高弹性鞋底和鞋垫，减
震性极强。采用双层透气面料，舒适
透气，不闷脚。

今年3月，因销售火爆，很多市
民没有买到合适号码的双星名人健
步鞋。日前，买够网与厂商联系，又
调了一批健步鞋到买够网生活馆，
男女款都有，号码还算齐全，感兴趣
的朋友可直接到花牌坊街185号买
够网生活馆门店选购，特卖价还是
168元/双。

母亲节健康好礼
新鲜虫草低至28元/根
优质燕窝低至18元/克

买够网生活馆滋补品特卖会还剩3天
原产地直供虫草燕窝，价格优惠

昨日上午 10
点，花牌坊街185号
买够网生活馆刚开
门营业没多久，就有
许多客户前来选购
滋补品。原产地直供
特卖会的藏区新鲜
虫草按根出售，来自
那曲的优质干虫草
全部散卖，空气中飘
荡着带点微微腥味
的菌香气息，“确实
品质很不错！”几位
熟悉虫草的市民都
竖起了大拇指。

俗话说，“宁要
虫草一把，不要金玉
满车”。自古以来，产
自高原的虫草就是
公认的滋补佳品。不
过因为其自身的稀
有性，虫草的价格向
来“高高在上”，尤其
是每年采挖季新鲜
虫草上市。

“新鲜虫草的销
售周期非常短，我们
一年只卖一次，从上
周五开始，许多市民
都是冲着新鲜虫草
来的，一次买一两百
根的市民不在少
数。”买够网生活馆
店长高伟表示，特卖
会还剩最后三天，对
藏区新鲜虫草感兴
趣的朋友可要抓紧
时间了。考虑到本周
日是母亲节，买够网
生活馆特意增加了
特卖滋补品的品类，
不仅有那曲优质干
虫草，还有马来西亚
精品燕窝，价格都非
常优惠，无论是买来
自吃还是送礼，都相
当划算。

“藏区新鲜虫草品相这么好，而且还
这么便宜，感觉不多买点就吃亏啦！”昨
日上午，家住北大街的市民高女士来逛
买够网生活馆。她说，打热线咨询了新鲜
虫草的情况后打算买30根试试，来现场
亲自体验了新鲜虫草刷泥的过程后，立
马决定再买70根。而许多像高女士这样
抱着试一试心态来买新鲜虫草的客户，
到现场后都纷纷增加了购买数量。

一位姓董的先生已经是买够网虫草
特卖会的老客户了。昨日，他一口气买了
200根大规格的新鲜虫草。“能在成都买
到优质的新鲜冬虫夏草，实在太难得
了。”董先生说，买够网特卖会上的新鲜
虫草全部是裹着泥巴的原生态虫草，品
质看得见。

本次特卖会吸引人气的除了原产地
直供新鲜虫草品质正宗之外，价格优惠
也是一个原因。“在虫草原产地，交易新
鲜虫草都是按根卖的，这是传统。”高伟
说，为了让市民品尝到今年头批高品质
的藏区新鲜虫草，买够网与一手供货商
精心组织货源，现场也是按根出售鲜草，
四种大小规格，特卖价从28元/根~98元/
根不等。

藏区新鲜虫草
好抢手

虽然本次特卖会是主打藏区
鲜虫草，但为了满足市民不同的购
买需求，我们也准备了一批上好的
干虫草在现场进行特卖。“干虫草
是那曲优质虫草，我们省去中间环
节直供成都市民，砍掉经销商、店
铺租金等环节的高额费用，价格自
然非常亲民。”高伟说，马上就要到
母亲节和端午小长假了，虫草作为
滋补佳品，无论是自吃还是送礼都
非常适合。

为了回馈市民朋友，我们还特
别推出了一款98元/克的特价干虫
草，每天限量1公斤。据介绍，这款
干虫草的虫体比另外几种规格的

干虫草略微小些，买来自吃性价比
非常高。从前几次的销售情况来
看，许多朋友一买就是一两百克，
非常抢手。

那曲干虫草
同步热卖

优质三角燕
特价18元/克

为了回馈市民朋友，买够网生活馆将在本周日母亲节
当天派送多重福利：

1、当天前10名下单虫草燕窝的客户，不论金额多少，
均可获赠一张价值468元的洁牙券。

2、当天到店下单虫草燕窝的客户，均可免费成为买够网
会员，并可以999元特价购买原价2680元的支付宝蚂蚁旅游
产品“港澳五天四晚观光游”。这条旅游线路最大的特点是，
线路景点，没有强制购物，全程接受支付宝监管，在赔付保障
上享受24小时先行赔付。具体线路介绍详见今日《社区电商
周刊》S2版“够旅游”。

·福 / 利 / 派 / 送

周日母亲节
到店下单 福利多多

时间：
2017 年 5 月 5 日
（上周五）~14日
（本周日）
地址：
成都市金牛区花
牌坊街185号（省
档案馆隔壁），可
以乘坐4、7、37、
62、340路公交车
抵达附近。自驾
前往，有停车场。

买够网生活馆
虫草燕窝特卖会

咨询热线：
028-86626666

新鲜虫草特卖价

规格 特卖价
0.3克/根 28元/根
0.5克/根 38元/根
0.7克/根 58元/根
1克/根 98元/根

干虫草特卖价

规格 特卖价
2500头/500克 198元/克
2000头/500克 248元/克
1500头/500克 298元/克
1000头/500克 368元/克
另：每天限量1公斤超低价
虫草，98元/克，先到先得。

燕窝特卖价

三角燕 18元/克
官燕 28元/克

买线装书，品味国学之美
感兴趣的朋友可到买够网生活馆选购，也可扫码下单

“内容经典，版本权威，
校注可靠，手感舒适，我有
不一样的阅读体验。”上月
底，买够网生活馆推出线装
国学书特卖会，古香古色的
线装书籍，亲民实惠的特卖
价格，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
花牌坊街185号的买够网生
活馆选购。

“我是第二次来买线装
国学书了。”本周二，家住
大田坎附近的官阿姨专程
来到买够网生活馆。她说，
线装国学书特卖会刚开始
那天，她就来买了4套，当
时选的书目主要是她和老
伴比较喜欢的类型，《中华
上下五千年》、《曾国藩全
集》、《三国演义》、《红楼
梦》。拿回家后，她的女儿
看到这装帧精美的线装书
也很是喜欢，就让她再来
买几套。“女儿喜欢绘画喜
欢散文，选的书目是《芥子
园画传》、《四书五经》、《古
文观止》。”

一位家住大川巷的韩
先生表示，自己是一个爱书
之人，家中收藏了许多书
籍。日常生活中，一杯清茶，
配一本国学经典，总能带给
他无比的惬意和宁静。他表
示，此次来买够网生活馆购
买国学经典线装书就是为
了收藏，“当你爱上了线装
书，你就懂这种书籍的魅力
所在了。”

而一些购买了线装国
学书的学生家长则表示，

“这些书籍内容经典，可以
作为孩子的课外读物，让孩
子从小就了解和品味国学
之美。”

为了方便更多市民购
买线装国学书，买够网与供
货商协商后，决定在买够网
生活馆开辟专区，长期特卖
线装国学经典书籍。特卖价
不变，还是98元/套。如果想
图方便，可以扫码下单。我
们会将线装国学经典书籍
为您快递到家。

线装国学经典书目

来买够网生活馆

买双星
名人健步鞋

今年刚采挖的新鲜虫草，“穿
着”黑泥土外衣，无晾晒、无风干，
保留更丰富的营养成分。

（广告）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华典故》
《古文观止》
《三希堂法帖》
《道德经全集》
《二十四史》
《四书五经》
《智囊》
《资治通鉴》
《史记》
《论语》
中国言实出版社：

《芥子园画传》
《曾国藩全集》
《周易全集》
《本草纲目》
《了凡四训》
《千金方》
《黄帝内经》
《孙子兵法》
《三十六计》
《三国演义》
《西游记》
《水浒传》
《红楼梦》
线装书局出版社：

《中华上下五千年》
《鬼谷子》
《群书治要》
《唐宋八大家》
《四库全书荟要》
《鲁迅全集》
《茶经全集》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
文弟子规》

扫码买线装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