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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生活的定义是什么？是全家人都平
平安安，更是全家人都健健康康！很多时候，
因为同住一个屋檐下，反而更容易忽略身边
人的健康状况。您有没有发现背部麻痛已困
扰老爸很多年？您有没有注意到老妈腰酸背
痛的次数越来越多？还有忙了工作又忙着照
顾孩子的老婆，原本挺拔的身姿渐渐变得有
点驼背……也许他们从未说起过，但其实那
些长时间伴随他们身体上的疼痛是需要用
一种科学健康的方式来调理的。

为全家人的健康“加油”，并没有想象
中那么麻烦，一台多功能的智能按摩椅就
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与普通定点按摩
椅不同，智能按摩椅更贴合人体曲线，拥有
拟人化的多种按摩手法，适合多种体型的人
们按摩。

如果您对智能按摩椅非常感兴趣，但却

还不了解其使用效果，明天起到周日，可以
和家人朋友一起来花牌坊街185号的买够网
生活馆特卖会上进行深度体验。体验满意
后，您还能以工厂直供价购买9点集团特推
的智能按摩椅，与专柜品质一样，价格低至
3980元！

“不同于市面上几百元或是一两千元的
普通按摩椅，这次搞活动的产品都是我们集
团的中高端产品，个个都有强大本领。”厂家
代表张女士介绍，以前流行的普通按摩椅只
能进行定点按摩，也就是说，按摩点位是固
定的，不能上下调节，但每个人高矮胖瘦不
同，固定按摩无法做到全方位满足。9点集团
推出的多款智能按摩椅都可以在按摩点位
进行上下调节和宽度调节，“总的来说，智能
按摩椅更贴合人体曲线，拥有拟人化的多种
按摩手法，适合多种体型的人们按摩。”

据介绍，9点集团专注按摩产品研发生
产多年，不仅拥有自己的按摩椅品牌，同时
也为全球多个品牌生产加工按摩椅，其产品
品质有口皆碑，在成都的高端商场也有它的
身影。此次为回馈市民，厂家特意针对本次
体验及特卖活动给出专享直供优惠价，畅销
爆款低至3980元。其中，特别推荐特卖价为
5860元的Y8型号按摩椅，“拥有轻松按摩、
消除疲劳、酸痛改善、睡眠模式死歌自动程
序，可以调节按摩手法和按摩速度等，岁末
清货的价格，性价比非常高！”

“如此优惠的价格仅限周五~周日3天，
活动结束，优惠就结束了。”买够网生活馆店
长高伟说，马上就是新春佳节了，想给家人
送上健康大礼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
得的特卖活动。厂家承诺，产品质保三年，终
身维护。 （余兰）

作为一名中医，我平时在给患者看病开方
子时，除了被询问“这个药方效果怎么样”，也常
有人问“吃久了有副作用吗”？被问得多了，其实
真的有点哭笑不得。当然这也不是坏事，说明现
在大家知识素养提高了，健康意识也增强了。但

是我总觉得，老百姓提到中药就必先称“毒性、
副作用”，实在是对中医药的误会不小。

中药是怎么治病的呢？中医认为，健康的
人体是一个运转有序、阴阳平衡的有机体，人
体一旦生病阴阳就发生了偏移失衡，就像是失

去了重心而偏倒的不倒翁，需要借助外力才能
“拉”回到平衡状态，这种外力是通过药物的
“偏性”来实现的。“以偏纠偏”也正是中药治疗
疾病的原理，偏性越大药力越猛，甚至有时为
治大病，还非得用大“毒”才行。临床合理应用
毒性中药，是治疗某些疑难重症的有效方法。
举个例子，都知道砒霜有剧毒，却已成为攻克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主力用药静脉砷剂问
世应用的功臣，为世界医学做出了不可替代的
贡献，全世界医生都在用。所以说，中医是把药
物的偏性（毒性）作为治疗的效力来使用的，又
怎么会忽视中药的毒性、放任其危害呢？

最近中药含马兜铃酸的话题也经常在讨
论，马兜铃酸被证实有肾毒性，这些中医并不是
视而不见的，几味含马兜铃酸的中药材如马兜

铃、关木通等，实际上现在已经从临床用药中消
失了，以药效类似、又无毒的药材来替代使用。

有些药的功效比较独特，难以用其他药材
替代，那中医也有一整套方法来避免或减少它
们对人体产生危害，其中重点就是中药应用的
规范：一方面是不要长期、超量用药，另一方面是
正确煎煮中药以消除毒性。例如温补阳气、回阳
救逆的附子，以及常用于风湿性关节炎、关节痛
的川乌、草乌等药材，如果煎煮时间不足会有乌
头碱中毒的风险，影响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

其次，中药材只要炮制得当，可以保留疗
效而去掉毒性，药方配伍也有讲究，这些都是
增效减毒的手段。中医自古就有“十八反”、“十
九畏”的用药禁忌，也有“相畏”、“相杀”这样用
一种药材去减轻或消除另一种毒副作用的规

律。例如新鲜半夏有少量神经毒性，经过甘草
炮制后的“法半夏”就比较安全。
安全吃中药请记住：
每一方中药都是“处方药”

虽然中医知识博大精深，但是对咱们老百
姓来说，摸清安全吃中药的规律并不难，记住
两点就行：

第一，一定要在正规中医师指导下吃药，
中药就像手术刀一样，既可治人、救人，也可
伤人、害人，就看谁在用、怎么用，不提倡吃缺
乏中医基础理论、中药学、方剂学、毒理学规
范学习的非正规中医师开出来的中药方，更
别轻信“偏方”。第二，抓了药方后别怕麻烦，
找开方的医生多问几句熬煮的方法，能让这
碗中药又安全又高效。

岁末清货降降降
智能按摩椅特卖低至3980元
买够网生活馆周五开启智能按摩椅特卖会，多款产品厂价直销，欢迎来现场体验

（广告）

尺寸 充绒量 特卖价

2米×2.3米 1600克 1080元

2.2米×2.4米 2200克 1180元

到了冬天，很多人喜欢用电热毯。其实，还
不如一床暖和的被子来得踏实而体贴，而且安
全。买够网携手实力品牌“蓝桂坊”为您贴心推
出的爆款鸭绒被，就是这样一床好品质的被子。

“蓝桂坊”在鸭绒被制作方面拥有丰富
的经验，被子选用的原料为精品水洗白鸭
绒，含绒量达90%，纯绒1600克，绒朵大，保
暖性强，吸湿性好。厂家按照严格的生产流
程精心筛选、除尘、洗涤和消毒，防螨抑菌无

异味；重量只有传统棉被的1/3，轻柔保暖，
贴身性尤其好。面料为高支纯棉，一针一线
精细缝制，做工精致，杜绝钻绒现象。而且，
这款鸭绒被还留有拉链式材质检测口，内里
的羽绒好不好，大家来亲自看了就晓得。

要特别说明的是，此款鸭绒被现货仅剩
几十床，只有两种规格，如果市民想购买其
他规格的鸭绒被，仍可以到买够网生活馆门
店来咨询预订。 （余兰）

鸭绒被现货特卖低至1080元

特卖产品
买够网生活馆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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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公交抵达附近。
咨询电话：028-87533742、
86626666

刘松山
成都市中医药大学附属
医院血液科 主任
主任医师/教授、四川省
拔尖中医师

吃中药，该担心毒副作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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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皮是块“心病”
西班牙大叔每天早上6点就开工了

2018 年，中超球队华夏幸福新上任的草
皮专家贝尼托·马特奥很忙。

这位身材有些发福，几乎已经谢顶的西班
牙大叔为了选择主场合适的草种，在西班牙和
中国之间来回奔波，在种子撒下的那一天开始，
每天早上6点就出现在球场，对草皮的生长情况
进行全方位的监测，经常忙到很晚才回家。

早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华夏幸福就曾发
起了中超第一次全民票选球场方案的活动，
当时华夏幸福给出了多家世界一流的专业足
球场建设方案，球迷也纷纷参与投票，对华夏
幸福准备在中超建设世界顶级的专业足球场
表示了极高的赞誉。

不过，有专业球场没有专业的草皮可不
行，草皮问题始终是困扰中国足球的一块心
病，在2017赛季，江苏苏宁主场草皮就曾因为
换季养护的问题，变成一片“菜地”，严重影响
比赛的质量和观赏效果，用来开演唱会更是
被各方诟病。

来中国之前，贝尼托就对中超各俱乐部
的草皮质量感到非常遗憾，他说：“我最开始
从电视上看到中超的草皮，感觉不算好，中国
在草皮养护方面和欧洲有很大的不同，像英
超、西甲在内的五大联赛在维护草皮方面都
有一套方法，且中国在材料、机械方面都有所
欠缺，所以我来到中国就是为了提升这些。”

从卡车司机变草皮专家
佩莱格里尼向俱乐部推荐

作为世界顶级的园艺草皮维护专家，贝
尼托曾在国米、马拉加、瓦伦西亚等欧洲豪门
工作，是这个领域最知名的人才之一，在去年
11月，贝尼托与华夏幸福签约了两个赛季。

贝尼托进入草皮维护领域已经22年了，他
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在成为草皮养护专家之
前，他是一个卡车司机，因为觉得工作乏味，在
一个偶然的情况下，进入了马拉加俱乐部，开
始了草皮养护的工作，“刚一接触这个工作，我
就喜欢上了，认为这将是我一生的职业。”贝尼

托也从此成为西甲赫赫有名的草皮专家。
是华夏幸福主教练佩莱格里尼向俱乐部

推荐了贝尼托，“我在西甲和意甲都工作过，
国际米兰和瓦伦西亚这样的球队对草皮的要
求非常高，这是因为他们都踢过欧冠，人们通
过电视能看到这家俱乐部主场草皮养护的情
况，俱乐部不希望通过电视转播观众看到草
皮踢一下掀起来了，也不希望因为草皮的原
因造成球员的受伤，好的草皮不仅能减少球
员受伤，也会让比赛更加好看。”

说起五大联赛的草皮，贝尼托打开了话
匣子，“以英超为例，西布朗山楂球场的草皮
是采用了95%的真草+5%的假草混种而成，这
是因为德国、法国、英国在冬季下雨的量比较
大，而冬天恰好是这几个国家联赛最密集的
时期，这样的搭配可以让草皮固定，保护草根
能够不会轻易在比赛时被球员破坏，同时让
雨水排得更快。但根据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气
候，真假草比例也各不相同，在西甲有三支俱
乐部在使用这种方式，其中比利亚雷亚尔和
巴萨就使用的是英超这种比例，皇马也是使
用真假草搭配，但比例是不一样的，但无论如
何，因为这种搭配需要的资金比较大，并不是
所有的球队都能满足这个条件。另外一点是
西班牙的气候条件比其他国家要好，所以不
这样做也能满足比赛的需要，就中国的国情
来说，北方也可以不用真假草搭配的方式。”

这份工作非常复杂
比赛后草皮还需太阳灯照射

贝尼托上任已经有2个多月了，在这段时
间里，他对中超俱乐部使用的草皮也进行了深
入的了解，对于中超的草皮落后于五大联赛，
他给出了自己的见解，“首先是种子问题，在五
大联赛的足球场上，使用的是足球场专业的草
种，仅使用草地早熟禾、高羊茅、黑麦草、百慕
大草这四种草，其中百慕大草是在夏季使用，
在中超，没有欧洲这么专业，比如百慕大草有
中超球队在春、秋两季就在使用，当然效果就
不好了。其次是材料使用方面，比如国外使用
的是硅砂（石英砂），在草皮的基础上进行使
用，但中超很少使用，在草皮生长层，中超俱乐

部一般使用的就细沙，这是不利于草皮的固
根。而最大的问题是草皮养护方面没有达到欧
洲的水准。我们要有正确的方式方法进行草的
养护，还要有合适的机械来进行养护，更要配
备有资质的草皮养护人员。”

在草皮的养护方面，贝尼托表示：“在欧洲
一般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大的俱乐部邀请外部
的公司进行专门的草皮养护，另一种就像我一
样受聘于一家俱乐部，由我主导草皮养护。”

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草皮专家，贝尼托
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且长期的过程，“这份
工作非常复杂，特别是季节变化对草皮养护
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尤其在夏季，因为夏季气
温非常高，这时草皮容易生病，如何进行维
护，如何给草皮治病是非常难的，而且四季的
变化造成不同的生长条件，对草皮造成不同
的影响，这需要每个时间段要不同的对待，而
且如何确定草皮根部的生长，这也非常困难。
干好这份工作不是只看书就能达到，有一些
草皮养护的基础知识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
在工作中通过一天天的积累来获取这样的知
识，包括肥料的配比，包括水的供应系统，包
括如何做场地的分析，这些东西我们都要有
一个非常好的掌控。”

在贝尼托之前的工作中，除了平时时刻关
注草皮的一举一动，一旦比赛结束后，包括贝尼
托在内的草皮养护人员也会立刻进行对草皮的
检查，并且加入太阳灯照射，保证草皮的恢复。

引进高科技设备
建议使用球场加热系统

目前，在华夏幸福的主场，贝尼托正一步步地
向着目标努力，“20几年的经验让我得到了很多养
护草皮的办法，现在每到目的地，我会揪一把草，
一看它的颜色、形状就知道这个草是什么品种，是
否合适我们的球场，现在我们使用的草种是最适
合华夏幸福主场所在地的气候和土质。”

贝尼托上任后，已经把华夏幸福的主场
“掘地三尺”，“在肥料和沙子上也已经和国际
接轨，我们也使用了专业的灯光设备，保证草
皮有合适的光照，同时也购买了草皮病虫害
监测设备UVC紫外线杀菌灯，用来对草皮进
行杀菌，这也是引进到中国的第一套设备，在
机械方面也配备了专门的耕草机进行草皮养
护。现在我已经向俱乐部申请，配备一个草皮
养护团队，目前这个团队有两名俱乐部员工，
和一个其他公司的工作人员，慢慢地还将会
对这个团队进行补充，我希望这个团队的每
个人都是一个多面手。现在进行的这几方面
的改进对草皮养护有很大帮助，我也希望未
来通过努力让草皮达到五大联赛的水准。”

有非常好的排水功能是目前所有中超球场
能达到的功能，但贝尼托的愿望不仅仅如此，“五
大联赛的球场都有非常好的排水功能，更有一些
球场具有加热功能，所以在电视里就能看到，在
冬天的下雨时间比赛，比赛场地也像绿地毯那样
漂亮舒适，保证给双方球员一个非常良好的比赛
环境。在中国北方天气冷，可能会使用到加热系
统，但德国、法国这些冬季非常寒冷的国家也不
是所有的俱乐部球场都会配备球场加热系统。意
大利冬天也非常冷，在我到国际米兰后，球场也
没有加热系统，后来我向俱乐部建议使用球场加
热，国际米兰最开始只选用了一块场地来试用，
半年后发现效果非常好，后来另个的四块场地也
使用了加热系统。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也希
望以后中超北方的球场也能有加热系统。”

对贝尼托来说，草皮就是他的一切，这位
西班牙大叔平淡的说：“我没有固定的工作时
间，完全取决于草皮养护的需要，草皮让我什
么时候起床，我就什么时候起床。”

成都商报记者 欧鹏 发自北京

中超买天价球星和大牌名帅都不算新闻了中超买天价球星和大牌名帅都不算新闻了
河北华夏幸福队新赛季前河北华夏幸福队新赛季前““买买””来了一位来了一位““草皮大师草皮大师””

草皮一小步 职业化一大步
成都商报独家专访世界顶级园艺草皮维护专家贝尼托·马特奥

中超联赛的持续进步是有目共睹的，近几个赛季中超因
购买力强大也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联赛之一，天价球星
和大牌名帅云集，似乎“买谁”都不再是什么新闻。

最近，河北华夏幸福队却硬是“买出了新闻”。
该队在新赛季开始前引进了西班牙马洛卡俱乐部的园

艺主管贝尼托·马特奥，此君可是国际上大名鼎鼎的园艺草
皮维护专家。他对中国赛场的草皮问题，包括演唱会占用球
场、专业球场变“菜地”等问题都了然于胸。

华夏幸福的这一小步，无疑是中国足球职业化的一大
步！贝尼托在北京接受成都商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他会
帮助中超的草皮质量向五大联赛看齐！

第五批“中国梦”主题
新创作歌曲（30首）名单揭晓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梦”成为
全国上下催人奋进的时代旋律。从
2013年开始，中宣部、文化部、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开展“中国梦”主题歌
曲创作推广活动，在全国影响广泛。上
月，第五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
（30首）名单揭晓，《看山看水看中国》
《书香满中华》等30首作品入选。这30
首歌曲被中央电视台摄制大型实景
MV，在央视相关频道及全国各地卫
视和广播电台、网络媒体上播放。

据了解，“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
曲汇聚了全国音乐创作骨干的智慧和
力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汇在
艺术语言、艺术情感中，以巧妙的艺术
性和强烈的感染力展现“中国梦”的精
神内涵。在前不久的跨年之夜，央视

《启航2018》跨年晚会上，成都音乐人
郭峰用一曲赤诚的《中国》来迎接零点
倒计时，奏响2018新年序曲。这首《中
国》由郭峰包揽词曲、演唱、编曲、制
作。作为第五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
歌曲之一，郭峰现场用动情的声音诉
说家国情怀，歌颂祖国的繁荣昌盛。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黎瑞刚进军演出市场
cmclive华人文化演艺
昨日成立

刚与马云、郁亮成“新队友”的黎
瑞刚，昨天在北京宣布 cmclive 华人
文化演艺成立，正式进军演出市场。

作为华人文化演艺董事长的黎瑞
刚在成立仪式上表示，集结了全国各
省 市 21 家 龙 头 演 出 公 司 力 量 的
cmclive 华人文化演艺，旨在整合华
人音乐新老力量，打造华人地区最大
演艺平台，为华人文化产业作杰出贡
献。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此次加盟华
人文化演艺的21家演出公司中，就包
括成都麦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我们
在成都举办了五月天、梁静茹、刘若
英、李宗盛、邓紫棋等艺人的演唱会，
华人文化看重的是我们团队的专业，
包括策划、执行能力，而华人文化的头
部资源，尤其是在去年入股世界上最
大经纪公司CAA之后，在欧美娱乐圈
的超级资源，能够让成都演出市场出
现更多国际大咖的精彩表演。”麦穗文
化负责人陈琳告诉记者。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贝尼托在维护草皮

贝尼托动用机械来进行球场养护

贝尼托在观
察草皮根部
的生长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