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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冬已过，天气越来越冷，空气干
燥，而人体体内湿气加重，加之一些市
民不注意口腔防护，口腔溃疡、牙周
炎、龋齿、牙齿缺失等口腔疾病多。

11日，种植牙免费送
为了让更多市民科学有效的治疗

牙病，在双11来临之际，爱心单位开
展“关爱口腔健康·种植牙专项援
助”，不少市民报名参与了此次免费检
查、免费种牙等多项援助。本月11日为
种植牙专项援助日，现场送多颗免费
种植牙、假牙抵现金，还可观看名医操
作种牙手术全过程，市民可拨本报四
川名医健康热线028-69982575报名。

种植牙包干，省钱省心
缺牙后，戴假牙出血、发炎、红肿、

不方便，还加速剩余牙脱落。此次假牙
抵现金，正是市民种牙的好时机。种植
牙咀嚼有力、稳固、舒适、护理方便。一
次种植，还可终身养护。种植2颗/4颗
能恢复半口/全口牙，省不少钱。

种植牙包干援助价：含进口种植
体、基台、牙冠、方案设计、手术费等在
内，省钱又省心。

报名享免费，优惠更实在
1、拨热线028-69982575，即可享

免费全套口腔检查：拍牙片、CT、口腔
内窥镜检查，牙周、牙松动度、余留牙
检查等。

2、假牙当现金花。有假牙的市民，
想做种植牙，均可抵300元钱；

3、双11当日，现场送多颗免费种
植牙；种牙减现金1000元起；

另：11日援助现场，送电饭煲、足
浴器、豆芽机、按摩仪、储物罐等实用
礼品。

昨日，立冬。在越来越冷的季
节，想要保持好的身体状态，适当进
补很有必要。事实上，冬季进补是我
们的传统习惯，而随着生活水平的
提高，越来越多的朋友都会选择天
然健康原生态的滋补产品给自己和
家人食用。因此，每到年底，滋补保
健市场与寒冷的天气就正好相反，
行情是越来越火热，尤其是市场需
求量较大的滋补佳品冬虫夏草和燕
窝等。

应市民朋友要求，今年双11期
间，成都商报买够网携手合作已久的
供货商，在花牌坊街185号的买够网
生活馆再度举行虫草燕窝特卖会，给
大家带来品质上佳、价格亲民的那曲
虫草和精选燕窝，其中，那曲虫草低
至98元/克，正品燕窝低至14.8元/克。
买够网生活馆店长高伟表示，滋补品
特卖会从本周五开始，周六周日不打
烊，现场所有产品都打折，但品质绝

对不打折。

客户期待 线下双11买虫草

“上半年买的那曲虫草吃得差不
多了，正好双11来买够网生活馆补点
货。”家住倪家桥的郭先生是买够网
虫草特卖会的老客户，本周一他打进
买够网热线咨询，就是想在年底之前
再买点价格实惠的优质虫草。

郭先生说，他和老伴吃虫草都有
好几年了，已经成为习惯，有时候子
女回家，他们也会做些虫草炖品。“市
场上不乏虫草掺假现象，普通老百姓
很难辨别。选择一个正规可靠的平台
购买很有必要。”郭先生说，他在买够
网购买虫草很久了，“不仅价格实惠，
关键是品质有保障，买得放心。”

燕窝走俏 买够网价格依然亲民

家住中华家园的冉阿姨3年前就
开始服用燕窝，觉得对皮肤非常好。

去年双11买够网生活馆开业特惠，她
到现场买了八千多元的燕窝，“这个
品相，这个价格，划算！”前几天买够
网客服通知她本周买够网生活馆要
举行双11滋补品特卖，冉阿姨非常感
兴趣，表示要和好朋友一起来选购。

“燕窝是金丝燕用自己的唾液和
一些羽毛混合而建筑的巢，经过风干
后成为难得的天然补品，今年初以
来，燕窝行情一路上涨，主要原因是
需求旺盛及燕窝产量有限。”高伟表
示，今年双11恰逢买够网生活馆1周
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我们在市场
上正品燕窝货源十分走俏的情况
下，依然给出亲民特卖价，其中，精
品官燕（指品质较优、盏形完整的白
色燕窝，是燕窝中的上品）29.8元/
克，三角燕（金丝燕将巢筑在墙角形
成的三角形燕盏）23.8元/克，此外还
有特价燕碎14.8/克，满足您的不同购
买需求。

双11下单，现场转盘抽奖

为回馈市民朋友，本周五至周日，
买够网生活馆将在现场设置转盘抽奖
活动，到店任意消费即可参与抽奖，奖
品包括驼绒被、方便火锅、菇姑酱、小
酒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早点来逛买
够网的线下双11活动哦。 （余兰）

双11买够放价 虫草低至98元/克 燕窝低至14.8元/克
买够网生活馆周五开启虫草燕窝特卖会，到店消费即可参与转盘抽奖

上周五，买够网首届沉香文化展开幕，6重大礼，7大亮点活动，吸引了众多朋
友前来参加。“沉香香味独特，香品高雅，我和家人都非常喜欢。”市民廖女士说，买
够网举办的这次活动很不错，她不仅参与了现场制香，还买到了心仪的沉香手串，

“你看这款串珠颜色纹路都很好，是整块料开出来的，特卖价不到一千元。”
据介绍，沉香文化展还剩两天时间，现场有多款沉香制品都是特价销售，

其中，沉香串珠抢购价980元，水波纹金丝楠木手串抢购价388元，此外还有一
批入门级的沉香串珠以及百年檀香、崖柏、黄金桂等香品，价格都很便宜。

■ 那曲优质虫草特卖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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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碎燕：14.8元/克
梳燕、三角燕：23.8元/克
官燕：29.8元/克

广告

买够网生活馆虫草燕窝特卖会
时间：2017年11月10日（本周五）~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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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热线：028-86626666

温馨提示 买沉香制品赶紧 特卖会还剩两天

通 知
免费检查口腔，种植牙有援助

《英雄联盟》S7总决赛上周落幕

两代职业选手的悲喜命运
电竞火热背后

上周末，《英雄联
盟》S7总决赛落下帷
幕，尽管两支中国战队
早在半决赛就折戟沉
沙，但这并未影响到中
国电竞爱好者的热情。
在鸟巢这座中国体育的
圣地，一场电子竞技比
赛，4万个座位几乎座
无虚席。其实不仅仅是
在中国，就在S7总决赛
开赛前，一向高傲的国
际奥委会也终于向电子
竞技“低下了头颅”：官
方承认电子竞技是一项
正式“运动”，并考虑将
其纳入奥运会。

从1998年星际争
霸开启“网吧战队”模
式，到2005年“SKY”
李晓峰拿到第一个电子
竞技世界冠军，再到如
今成为有着200多亿元
产值和1.7亿人用户规
模的“大生意”，中国电
子竞技从地下走到地
上，花了整整20年时
间。在大时代的背后，一
个又一个少年投身其
中，他们中大部分被淹
没，“幸存”下来的，基本
都成为如今中国电竞产
业的中流砥柱。短短篇
幅，无法尽述大时代脉
络下电子竞技职业选手
的悲欢离合，我们只能
摘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
几人，从他们的故事中，
来感受中国电子竞技职
业选手的命运之歌。

中国职业电竞出现的具体时间是很难界定
的，但业内有一个获得普遍认同的时间点，就是
1998年前后，中国的网吧渐渐兴起，而《星际争霸》
和《CS》这两款游戏，以及其特有的“战网”模式，点
燃了中国电竞的火苗。

从1998年-2003年之间，国内出现了数量庞大
的“职业战队”，但现在回头看来，这些战队绝大多
数都只是具有职业雏形，甚至完全的业余爱好者联
合体。“往往就是一个网吧的老板喜欢玩，然后出钱
召集几个在网吧里水平最高的人组个队，平时一起
玩游戏。过段时间老板不想玩了，战队也就解散
了。”对于当时的一些情景，曾是国内第一代职业电
竞选手的易冉印象非常深刻。

那个时代电竞选手的一个常态，就是“贫穷”，
比如DOTA2世界冠军王兆辉，因为曾经穷到捡烟
屁股抽，得了个“狗哥”的外号。有一年，“狗哥”从
湖南去重庆打比赛，凑不到钱住旅店，不得不背了
一床被子上火车。在《智族GQ》2016年的一篇关于

“SKY”李晓峰人物稿件里，这位中国电竞史上最伟
大的职业选手，在职业生涯的早期，“每个月的生
活费只有200元，为了省钱上网，一天只吃一顿饭。
那时通宵结束，他经过菜市场时，花一块钱买十个
水煎包。汤是免费的，他会狂喝很多碗。”2002年，
为了一个冠军奖金500元的赛事，李晓峰去西安比
赛。路费是向室友借的，他在最慢也最便宜那趟列
车的厕所里蜷了七个小时，一路上闻着烟味、泡面
味、脚臭味，舍不得吃饭喝水。三轮后，他被淘汰出
局，一毛钱的奖金都没有拿到。回洛阳时，他弄丢
了车票，不够钱补，列车员把他当成逃票人员奚落
了一番，Sky在围观人群中哭了一场。

不过，只要熬过了那段日子的少年们，最终大
多成为如今中国电子竞技的中流砥柱，李晓峰在
2014年创办上海钛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而易冉
去年将参加KPL联赛的战队卖出千万高价之后，他
回到成都，创办了DR电子竞技俱乐部，目前俱乐
部拥有四支队伍。

对于中国电子竞技来说，2013年是一个明显
的界限。这一年，延续了十多年的世界电子竞技大
赛（WCG）正式停办，风靡多年的DOTA衰落后，

《英雄联盟》成为新的电子竞技热门项目。而且，随
着移动客户端技术的日新月异，80后甚至90后走
上时代舞台，随之而来就是电竞受众的扩大化。

在以往，电竞爱好者的标签是15-25岁、男
性；而现在随着电竞模式的扩展，主播与直播平
台也渐渐兴起，无论男女，从小学生到中年人，正
在成为电竞的粉丝。“受众的扩大化，意味着购买
能力的巨大提升。在以往，男孩子们即使再热爱，
但他们很难带给这个产业太多实质性的内容，说
白了就是没钱。但现在，电子竞技的爱好者，大多
拥有很强的购买力，随之而来的，就是市场的繁
荣。”成都麦田互娱创始人赵晓东这样告诉记者。

据《2016中国电竞产业报告》，2016年中国电
子竞技游戏的市场规模达到了504亿元，上涨
34.7%。《中国游戏产业报告（2017年1月至6月）》
数据显示，我国移动电子竞技游戏市场上半年实
际销售收入达到176.5亿元，同比增长100.6%。与
此同时，PC端电竞没有停止成长，实际销售收入
达到183.4亿元，同比增长12.3%。

市场繁荣，众多资本手舞热钱急盼进入，随
之而来的，就是电竞从业者收入天翻地覆的变
化。2005年SKY夺得WCG冠军的时候，魔兽项目
冠军只有2.5万美金，而前几天的《英雄联盟》S7
总决赛，冠军奖金已经高达170多万美元。而奖
金，从来只是职业电竞选手收入中很小的一部
分。据了解，目前职业电竞选手的收入主要由四
块构成：1、工资；2、奖金；3、直播平台受益；4、周
边产品售卖。其中后两者，才是大头。

当人们为电竞主播们千万年薪而惊叹不已
时，其实他们所获知的信息，已经停留在两三年
前了，记者从业内人士获知的消息：去年国内某
著名退役职业电竞选手，年收入已经破亿，“现在
年入千万，真的是很普通。”

2006年，SKY第二次拿到世界电子竞技大赛
（WCG）魔兽争霸项目冠军时，王冀还是个初中
生，每天混迹在骡马市的一间网吧内，而在2010
年成为职业选手后，他发现自己的生活还是脱离
不了网吧和泡面。如今，王冀是DR电子竞技俱乐
部的经理，在他看来，如今职业电竞选手的环境
跟当年天壤之别，“有专门的营养师负责餐饮，住
在城西某别墅区内，即将搬到城南的基地去。”

20岁的王强曾是《英雄联盟》职业战队成员，
在成为职业选手前，他曾做过成为“下一个SKY”
的梦想。但每天10个小时以上的高强度训练，枯
燥的生活，让他对电竞的兴趣越来越淡，“我家里
条件不好，学习成绩也一般，如果我不继续打下
去，未来的生活如何维持？”

随着移动端手游的兴起，催生了“代打、陪
打”的兴盛，《王者荣耀》让王强和同行们看到了
商机，“代陪一个小时就有150元-300元的收入，
一天玩个6个小时，轻轻松松就上千，我还每周都
双休，一个月两三万元，比以前当职业选手挣得
多，不累还自由，还通过这个找到了女朋友……”

易冉的战队中也曾出现过两名队员退队去
搞代练的情况。“现在普通的职业选手，收入可能
还比不上代练，而且还辛苦得多，压力也大得多。
在营生和梦想之间，的确会有人做出这样的选
择。”除了代打，签约直播平台后获得的高额受
益，更是让很多顶尖职业选手丧失了进取心，尤
其是当中国选手一次次在世界大赛中铩羽而归
时，人们更是会发出这样的疑问。

DR战队的教练“小黑”，今年31岁，大学毕
业，去年曾打进KPL联赛预赛阶段，算是比较顶
尖职业选手，随后退役。在此之前，他从事服装
贸易，收入远超如今做职业教练，但为了心中

“拿到世界冠军”的梦想，毅然重返职业电竞圈，
重复着每天12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也许，只有
这样有梦的人，才是支撑着中国电子竞技发展
的原动力吧。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他们的过往
贫穷曾是他们的主旋律

他们的今生
年入千万已经非常普通

他们的迷惘
当理想变为营生，该如何选择？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四川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获悉，作为四川省最大的考古项目
——乌东德水电站建设文物保护项目已经全
面启动，这也是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后全国最
大的库区考古项目，整个文物保护工作将投
入2.7亿，从2017年到2021年，四川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将在水库蓄水前完成田野考古工作。

据了解，乌东德水电站是金沙江下游河
段（攀枝花市至宜宾市）规划建设的四个水电
梯级——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的

最上游梯级，是我国目前第四大水电站，是解
决华中、华东等地区能源短缺，实施国家“西
电东送”战略的骨干电源。

2017年10月，库区内文物点河东田遗址、河
头地遗址、河漂遗址发掘工作启动，标志着乌东
德库区考古项目工作的全面启动。据四川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负责此次项目的刘化石介绍，横
断山脉南部是国内考古研究的一个热点区域，
该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这一地区是天然
的民族迁徙通道，文化传播的走廊，又是星罗棋

布的小区域文化的孕育之地。“此次考古发掘计
划发掘面积共计13.48万平方米。”刘化石告诉记
者，乌东德水电站淹没影响文物涉及凉山州会
东和会理两个县，共有文物点21处，其中地面文
物1处（皎平渡渡口遗址）、地下文物20处。

同西北的甘青文化、南面的滇文化相比，
这一区域的文化面貌还没那么清晰。“但这里
又恰恰是南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连接了这
两个区域。”刘化石告诉记者，在目前的试掘
中就发现了一些割肢葬的风俗，其中，在大劈

山的石棺里，就出现了头骨放在胸前的情况，
是对待战败的俘虏？还是出于某种信仰对死
者实行一定形式的毁坏尸体的安葬方式？这
些问题都将在后续的考古发掘中水落石出。

在发掘的区域，按年代分新石器至战国
时期地下文物13处、明清时期地下文物7处，
众多的文化遗存中，保守估计这里面的石棺
葬就有200-300座，而这里的石棺葬方式出现
的年代可能会更早。

成都商报记者 宦小淮 实习生 陈薪屿

今年共繁育成活大熊猫58仔
圈养种群已达520只

11月7日，“中国大熊猫繁育技术
委员会2017年国际学术年会”在成都
召开。境内外共计260余名代表出席会
议。记者从会上了解到，通过国内外各
单位的共同努力和中国大熊猫繁育技
术委员会的组织、协调，到2017年10月
6日为止，全球各机构共繁育大熊猫63
仔，成活58仔，种群规模达到520只，其
中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繁育8胎
12仔，成活11仔；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
中心繁育30胎，成活42仔；旅居法国、
美国、日本、西班牙、比利时及奥地利
的大熊猫均成功繁育后代。全球大熊
猫圈养种群迅速增长，其圈养种群即
将实现600只的种群目标。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UCI都市自行车世锦赛
今日开赛

11月7日，成都商报记者从成华政
府新闻办了解到，世界最高级别的都
市自行车运动赛事——2017国际自行
车联盟都市自行车世界锦标赛（简称
UCI都市自行车世锦赛），将于今日在
成华区新华公园内正式开赛。为确保
赛事安全顺利进行，新华公园已从11
月5日起暂停对外开放，计划11月15日
重新开园。大赛由小轮车场地技巧赛
（BMX Freestyle）、山地自行车越野赛
（XCE）、山地自行车障碍攀爬赛（Tri-
als）三个项目组成，近500名世界顶级
职业选手参与角逐。比赛将持续到本
月12日。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龚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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