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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灵芝、雪莲、辣木、红豆杉、大
黄、艾叶、淫羊霍、干姜等。

规格：10g*24袋/盒
特卖价：158元/盒
生产企业：四川草木香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推荐原因：要想身体好，每晚把脚泡。

俗话说“树枯根先竭，人老脚先衰”。中医
认为“脚为精气之根”，可见保养好脚部对
身体健康是多么重要。脚，在医学上称为
人体的“第二心脏”。中医经络学说告诉我
们，有6条连接人体五脏六腑的经脉分布
在脚部，其间贯通66个重要穴位。

灵芝雪莲浴足片6大优势

1.安全：草木配方，包含灵今芝、雪

莲、辣木、红豆杉、红景天、大黄、文叶、淫
羊麦、千姜、绞股蓝、当归、川穹、鸡血藤、
罗布麻、合欢皮、甘草、女贞子、川牛膝、
益母草、夏枯草、山楂等中药材，天然无
副作用。

2.高效：初次使用就可以感觉到在
缓解疲劳、改善睡眠方面的妙处。

3.方便：将药片放入40度左右的温水
中即可，使用方便，操作简单。

4.舒适：中药泡脚，解除的是疲劳，
改善的是睡眠，感觉到的是舒适。

5.养生：养生保健，预防身体多种
疾病，俗话说“百病从寒起，寒从脚下
生”。

6.经济：24袋包装，每晚一片，每盒可
用24天，经济实惠。

祥侬年度团购大礼包预订通道开启
成都祥侬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集养殖、种植于一

体的生态农业实体公司。公司位于都江堰青城山镇。祥侬
生态蛋鸡养殖场总占地面积25亩，是生产优质蛋鸡和商品
鸡为核心的生态养殖场。先后被四川省畜牧食品局评为省
级“蛋鸡标准化示范场”、“无公害畜产品产地”，被成都市
农委评为“放养鸡标准化示范场”。

喜迎新年，祥侬公司特别开启年度团购大礼包预订通道：
团购大礼包产品包括青城山年猪、青城山白果炖鸡、青城土鸭、
祥侬土鸡蛋等，可根据企业和个人的需求定制，优惠多多。

祥侬公司地址：都江堰市青城山镇永益村四组
预订热线：028-86626666

@橙橙：如意鲜虾球，吃出了虾肉的Q弹。东坡一品酱
肘，瘦肉不掐牙。

@小猫遇到耗子：一品千香鸡，肉细嫩入味，吃了一块
还想吃一块。海参分量一般，但味道好，尤其是汤汁很香。

@鱼摆摆：虫草花老鸭煲味道不错，汤少了点，加点汤
和豌豆尖就完美了。富贵海鲈鱼，比在超市买的鲈鱼好吃，
肉很嫩，不辣。

@金伟仔：满汉龙骨吃起来太有风情了，大口吃肉，大
口喝酒，感觉好爽。

@蜡笔小新吃嘎嘎：猴头菇很少吃到，第一口吃起来有
点苦，但很有嚼劲，有菌类的鲜香。

@九亿女孩的梦：喜欢鱼肚，好吃，几乎没腥味，嚼起
来很有质感。我是自贡人，口味重，如果有个辣椒蘸碟，就
是五颗星了。

买够网生活馆可看实物样品并接受预订
扫码也可下单，咨询热线028-87533742、86626666

12道硬菜598元
名厨家宴送到家

海参海参、、鲈鱼鲈鱼、、鱼肚鱼肚、、猴头菇……猴头菇……

满汉全席之盛世御宴（16道菜）
抢先预订价：998元

菜品：谭氏官府佛跳墙、满汉
龙骨、御品葱烧海参、山珍猴头菇、
上汤象拔蚌、三鲜鱼面筋、皇家四
喜丸子、贡米桂花蚌、一品千香鸡、
如意鲜虾球、宫廷翅汤鮰鱼肚、盛
世全家福、富贵海鲈鱼、东坡一品
酱肘、虫草花老鸭煲、富甲四方
满汉全席之盛世府宴（16道菜）
抢先预订价：798元

菜品：鲍汁黄金螺、上汤象拔
蚌、富贵海鲈鱼、满汉龙骨、富甲
四方、东坡一品酱肘、御品葱烧海
参、山珍猴头菇、三鲜鱼面筋、皇
家四喜丸子、贡米桂花蚌、一品千
香鸡、如意鲜虾球、宫廷翅汤鮰鱼
肚、盛世全家福、虫草花老鸭煲
满汉全席之盛世和宴（12道菜）
抢先预订价：598元

菜品：御品葱烧海参、富贵海
鲈鱼、虫草花老鸭煲、宫廷翅汤鮰
鱼肚、满汉龙骨、东坡一品酱肘、
皇家四喜丸子、山珍猴头菇、三鲜
鱼面筋、一品千香鸡、盛世全家
福、如意鲜虾球

距离2018年春节
还有一个多月，然而，
线上线下，年味早已渐
浓。朋友圈里，一波又
一波的香肠腊肉美图
让人眼馋；线下商超，
各种年货摆在显眼位
置招揽人气。今年春
节，成都本地最大的生
活类媒体电商买够网，
则给大家准备了一份
非常特别也很适用的
年货大礼包——由四
大名厨掌勺的“满汉全
席”年夜饭。由于这种
类型的年货礼包比较
新奇，从上两周开启预
订以来，很多市民打进
热线咨询，并亲自到买
够网生活馆门店看实
物样品、交钱预订。

薛泉生：中国烹饪协
会名厨专业委员会资深
委员，十佳烹饪大师、餐
饮业国家级评委、国家职
业技能裁判员、江苏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扬州三
把刀（淮扬菜）传承人。

张立国：中国烹饪大
师，满汉全席全国烹饪电
视擂台赛金牌得主，满汉
楼特聘特级名厨。

王有俊：满汉全席年
夜饭指导大厨，谭家官府
菜第四代传人，中国烹饪
大师，国家级营养师、全国
官府菜大赛白金奖得主。

李佳豪：中华金厨奖
获得者，中国名厨星光大
道七星奖，杭州G20峰会
特别贡献奖，中国新川菜
大师。

提前预订 价格更优

也许你会有疑问，年夜饭为啥
现在就开始订了？因为现在预订享5
折优惠价，最低只要598元。年关临
近，各种食材尤其是肉类海鲜价格
变化很大，需要提前预订保证原材
料采购的数量价格及优质。

从除夕到元宵，16天欢聚，品10
多道不一样的年味。提前多准备几
套“满含全席”年夜饭在家里，过年
期间家里随时来人，二三十分钟加
热菜品随时开饭，不耽误聊天，更不
耽误棋牌娱乐。走亲访友带一套，送
礼特别有面子。12至16道四大名厨
掌勺的南北佳肴，道道精心选材配
菜，每个都是各大菜系的代表菜，满
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

独立包装 丰俭由人

此次推出的套餐包括598元的盛
世和宴，798元的盛世府宴和998元的
盛世御宴。每个套餐都是四大名厨亲
自精心配制食材，中央厨房统一烹
饪，星级标准，确保安全。为保证食物
新鲜，每个菜品都是独立真空包装，
2-3天顺丰冷链配送到家。598元套餐
鸡鸭鱼肉全部精选配菜；798元套餐
珍稀海鲜烹制上桌；998元套餐佛跳
墙名菜助兴。所有套餐为8—12人餐，
根据人数随便选择开袋。

目前，“满汉全席”年夜饭正
在买够网线上线下热销。想看实
物样品的朋友可直接到买够网生
活馆门店，扫描二维码也可方便
下单。 （余兰）

扫码下单
今日起满199立减50

试吃“满汉全席”
他们说食材那叫一个好

“满汉全席”年夜饭作为一款非常扯眼的年货产品，究
竟味道如何，还得大家亲自吃了才晓得。本周二中午，买够
网召集了一个试吃小分队，对598元的盛世和宴套餐进行
测评。无论是从菜品包装、新鲜度，还是热菜时间、味道等方
便，试吃小分队都给出了很高的评价，“打开包装盒，海参、
鲈鱼、鱼肚、猴头菇……12道菜的食材档次非常够，我们花
了30分钟搞定了一桌热气腾腾的名厨家宴，简直不耽误大
家娱乐的时间，巴适得很！”

“满汉全席”
名厨掌勺

买够网·贝尔康大药房“冬季养生节”今日开幕
三款主打产品三七超细粉、银葛通脉茶、灵芝雪莲浴足片，价格亲民，特惠最高买10赠5

中老年人冬季养生 防微杜渐是关键

话说最近这天气，比去年同期低了好几度，确实
冷得让人有些受不了。抵抗力下降，患各种病痛的人
也就大为增多，如感冒、头痛、头晕、心悸、胸闷、血脉
不畅、手脚麻木、乏力、手脚冰凉、三高等，给很多中
老年人带来烦恼。

为给蓉城市民带来适合这个季节的养生产品，
成都商报买够网特别联合成都贝尔康大药房举办本
次“冬季养生节”。贝尔康大药房以打造放心药房、健
康药房、便民药房、养身药房为经营理念，实施GSP
规范管理，为消费者提供质量可靠的药品。

价格亲民 特卖优惠最高买10赠5

本次养生节上特卖的三款产品三七超细粉、银
葛通脉茶、灵芝雪莲浴足片，不但产品正宗，而且在
价格更优惠的同时，还特别推出买赠活动，优惠力度
可以说是非常之大。当然，特卖现场还有医生提供咨
询和养生建议。

养生节特惠活动

1.持成都商报当日报纸，购买银葛通脉茶：买3
赠1，买5赠2，买10赠5。

2.持成都商报当日报纸，购买灵芝雪莲浴足片：
买3赠1，买5赠2，买10赠5。

成分：银杏叶、葛根、茶叶
规格：2.5克*30袋/盒
特卖价：198元/盒
剂型：茶剂（袋泡茶），纯中药制剂，不添

加任何化学成分。
服用方法：餐后饮用，一次一袋，一天2

次，开水冲泡。
批文号：国药准宇B20020842
生产企业：广西河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推荐原因：老中医说“痛则不通，通则不

痛”，血管淤阻、脉络不通、疾病缠身，都是血
不活、脉不通、代耐不好、循环不畅惹的祸。
银葛通脉茶，国药准字袋泡茶，有利于活血，

通脉等辅助治疗。

银葛通脉茶6大特点

1.产地独特：世界长寿金三角广西巴马
2.原料纯正：纯正地道名贵药材，优质

银杏叶、野生葛根、祁门红茶
3.科学配伍：中医药研究院专家团队多

年研究成果，配方精密
4.工艺高新：采用大孔树脂高科技萃取

技术
5.检测严格：国药准字号、OTC药品
6.疗效确切：临床验证，疗程用药，效果

确切

规格：99克/盒
产地：云南文山
特卖价：258元/盒
药品生产许可证号：滇20162607
生产企业：云南七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推荐原因：三七古代称之为“南方神草”“金不换”，大名鼎鼎的
云南白药与漳州片仔癀，即以三七为主要原料。三七浑身都是
宝，活血化瘀它最好。三七的医学应用有悠久的历史，李时珍

《本草纲目》记载，三七补血第一，被称为“活血圣药”，又被现
代医学界称为“中药里的阿司匹林”。

六星三七超细粉3大优势

1.原料纯正：全部采自文山三七GAP规范化科技种植基
地，品质纯正，质量稳定。

2.活性成分高：六星超细粉利用专利工艺在粉碎过程中
温度始终保持在20℃以下，充分保留了三七有效活性成分三
七皂苷，三七皂苷含量都在6%以上。

3.细度和吸收率高：六星三七超细粉运用全新的细胞破壁
技术，细度高达1200目，超细，人体吸收利用率高达95%以上。

秋收冬藏，养生为王。中医认为，随着气温的下
降，特别是数九寒天，人体消耗增多，抵抗力下降，生
病的人也就自然增多了。所以寒冬时节一定要多加
保健养生，适当进补些三七、通脉茶之类，还有要注
重浴足养生，这样可以缓解冬季易发病症状。

本周开始，成都商报买够网联合知名零售企业
成都贝尔康大药房举办规模盛大的“冬季养生节”，
由双方产品团队共同精选的三款冬季主打滋补养生
品将进行亲民价特卖，其中包括三七超细粉、银葛通
脉茶、灵芝雪莲浴足片。

银葛通脉茶特卖产品 1

特卖产品 2 六星三七超细粉 特卖产品 3 灵芝雪莲浴足片

（广告）

时间：2018年1月12日起
地点：成都市金牛区永陵路9号附9号（永陵公园对面）
咨询电话：028-69608999，028-86626666

买够网·贝尔康大药房
冬季养生节

1、关于分量：
无酒无主食的话，七八个人更为合适；

2、关于口味：
全宴以鲁菜和淮扬菜为主，咸香鲜嫩是其最大特点；

3、我们的建议：
解冻5小时以上为佳；盛世和宴比较适合中老

年人，也许一碗自调蘸水会让全家更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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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