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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共免费发放10000瓶

市场价298元一瓶
现在每人限领一瓶

13638694539

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肩周炎、颈椎病、腰椎病、膝关节病、风湿
类风湿、女性气血亏虚、月经不调、男性肾亏肾虚、精力体力差。

桂龙药膏适用于：

10000瓶桂龙药膏来电申领，报名领取热线：400-6262-505
10年感恩回馈 免费送出1万瓶

2007 年桂龙药膏问世，以广西地道药材
选取、中药科学加工熬制、独特膏滋服用剂型
等多种优势，迅速成为治疗风湿骨病、调理气
血亏虚、补益肾精肾气的良药！无论是在哪
个城市、哪家药房，桂龙药膏一定是口碑好、
影响力大、吸引人关注的药品！2017 年，广西
华天宝药业为庆祝拳头产品桂龙药膏上市整
整 10 年，特别发起新春回馈大型申领活动，活
动期间将免费送出10000瓶桂龙药膏！

10年疗效验证 受益者众多
如果你问：“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用药哪个

好？”肯定有人告诉你：“就选桂龙药膏！”如果
你问：“气血亏虚吃什么好？”会有人告诉你：

“还是吃桂龙药膏啊！”如果你肾亏肾虚，不知
道该怎么办，身边的人一定是推荐你：“赶快
服用桂龙药膏吧！”广西华天宝药业桂龙药膏
上市 10 年，在健康方面的受益者超过一亿人，
大家对桂龙药膏的疗效认可、给予桂龙药膏

的良好口碑，都是其它产品无法比拟的！

老顾客、老粉丝、受益者--
你们在哪里？赶快来领福利！
10 年来，广西华天宝药业坚持做好药、做

良心药，桂龙药膏的品质更是从一而终！高山
龙、过岗龙、五爪龙、三爪龙、九牛力、狮子尾、
四方藤等数十味药材，绝大部分都是广西深山
老区特有的，都是采自几十年生长的古老植
株，其药效和药性要胜过普通药材许多倍，也
保障了无数顾客的利益！现华天宝药业拿出1
万瓶桂龙药膏倾情回馈，紧急寻找老顾客、老
粉丝、受益者，1万瓶全部免费送给大家！

厂家解答--
桂龙药膏凭啥疗效这么好

广西华天宝药业有限公司介绍，桂龙药
膏之所以调治风湿骨病、补气养血、补益肾
虚肾亏效果好，就是因为每味药材都是地道
野生，很多都是当地药农拿命换来的！药材

很多都是生长在悬崖峭壁上的，采摘药材只
能用人工，危险程度可想而知。但是当地药
农仍然坚持采摘这些生长了数十年的、采摘
难度非常之大的药材，为的就是确保它们的
治疗效果！而药厂更是对药材的采购标准把
握得非常严格，制药专家们，更是亲自选药、
熬药、萃取、成药，其工作量之大、制药工艺
之繁琐，都是普通药厂无法比拟的！

全国免费发放10000瓶
持桂龙药膏空盒优先兑换

很多服用过桂龙药膏的老顾客、没有服
用过桂龙药膏的新顾客，纷纷拨打报名热线，
希望能够免费领取 1 瓶桂龙药膏！在此广西
华天宝药业负责人表示，活动刚刚开始就吸
引了众多市民，赠品数量非常有限，预计仅能
满足最近 3 天的报名读者，请看到此条通知
的读者马上报名！

1、以前服用过桂龙
药膏的老顾客，凭借桂龙
药膏空盒可优先兑换；

2、受风湿骨病、气血
亏虚、肾亏肾虚问题困扰
的市民可报名领取；

3、以前就听说过桂龙
药膏好，因各种原因没有
购买者可报名领取；

4、受益于桂龙药膏的
切实效果，还想继续巩固
疗效者可报名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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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桂龙药膏的老顾客、购买并服用过桂龙药膏；如果你听说过桂龙药膏、并一直观望并想要购买；如果你正在被风湿骨病、气血亏虚、
肾气不足所困扰、急需找一个至佳解决办法，今天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桂龙药膏上市 年 新春大回馈10

每天仅限200瓶
桂龙药膏

领取换购
热线：

400-6262-505
广西华天宝药业有限公司 请按照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国药准字Z45021464
桂药广审（文）第2016070120号

投稿邮箱：laoniandaxue@laor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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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农业遇上了互联网+，
很多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比
如来自深圳的一家互联网养
殖平台在网络上就十分流行，
越来越多的 80、90 后乐此不
疲地在平台上认养榆社笨鸡，
除了获得快乐的养殖体验，还
有可观的收益，那么古人是如
何养鸡的呢？

鸡腿拴绳防飞走

考古发现证实，在六七千
年前的新石器中期，中国人已
开始养鸡。鸡原本是一种飞
禽，它是怎么被驯化的呢？学
术界从“鸡”字的结构上，找到
了蛛丝马迹。甲骨文中发现
的各种“鸡”字里面，左边一直
是一个女子用手牵着绳子。
从这一原始字形结构分析，早
期古人是用绳子将鸡腿系上
来养的。这样，鸡就飞不了

了，久而久之，本可以飞走的
野鸡（雉）就成了家鸡，这种

“鸡腿系绳”的方法是古人养
鸡最常见的方法之一。

到了春秋战国时，古人养
鸡已很普遍。这个时期还出
现了专门的养鸡场，譬如吴王
的 养 鸡 场 就 设 立 在“ 鸡 陂
墟”。汉代曾积极倡导农户养
家畜家禽，还曾经下令要求农
家每户要栽桑种韭、养猪养
鸡，其中要养母猪 2 头、鸡 5
只。据刘向《列仙传》记载，汉
朝时还出现了养鸡专业户，洛
阳人祝鸡翁，一口气养了一千
多只鸡。

最值钱的“长鸣鸡”

古人养的鸡品种很多，最
值钱的应当是“长鸣鸡”了。
这种鸡因擅长打鸣而得名，报
时特别准，且啼声长，古人把

它当做报时鸟。南宋周去非
在《岭外代答》中记载：“长鸣
鸡，自南诏诸蛮来，一鸡直银
一两。羽毛甚泽，音声圆长，
一鸣半刻。”长鸣鸡产于大理，
大约在西汉时进贡到中原地
区，一只鸡的价值能抵一户普
通人家一个月的花费。

另外，在现代也是珍贵品
种的乌骨鸡也是古人喜欢养
的鸡种。与长鸣鸡以公鸡受
宠不同，乌骨鸡则以母鸡为
佳，尤其是一种白毛乌骨鸡最
受欢迎。它的药食价值都很
高，为中医所青睐。

斗鸡传统先秦已有

古时，鸡最主要的两个功
能，一个是报时，一个就是用
来斗鸡。斗鸡又称“打鸡”，其
历史相当久远，先秦时已出现
斗鸡的各种招数。有的给鸡

穿上皮甲，有的会给鸡安上金
属爪子。传说鸡怕黄鼠狼，还
有的会在鸡的身上偷偷地擦
上黄鼠狼的油脂，以期令对手
胆怯。汉初时，鲁恭王刘余就
好斗鸡，还养了其他珍异禽
兽，一年费二千石，相当于当
时太守一年的俸禄。斗鸡之
俗长期流行，曹植还写过一篇

《斗鸡颂》来描写当年斗鸡的
情形。

唐朝斗鸡更为盛行，唐玄
宗李隆基就酷爱斗鸡。由于
皇帝喜欢，大家也都跟着学，
普通人也开始斗鸡。如在唐
朝东都洛阳，家家都会养三五
十只公鸡。因为斗鸡兴盛，古
代公鸡的受宠程度自然比现
代大多了，比下蛋的母鸡值钱
许多，有的一亩田才能换到一
只斗鸡。（摘编自《三晋都市
报》《北京晚报》）

古人养鸡，一为报时一为打架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
水暖鸭先知。”又到了桃花开
放的时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桃”字怎么写吧。“桃”字是一
个左右结构的字，我们介绍这
个字主要是讲右边的“兆”字
的写法。右边的“兆”字左边
的两点，应该正好包住“木”字
右侧的点。“兆”字最关键的一
笔在于竖弯钩，一定要写得光
洁、有力，这样字才会有味
道。这没有任何捷径可走，需

要非常扎实的基本功，同时要
注意锻炼自己的力量。

除了正规写法之外，“桃”
字还有很多写法，这里简单介
绍一下。一种是把“木”字写
在“兆”字的上面，但如果是桃
李两字连用的话，最好不要这
样写，两个“木”字都在上面显
得重复。而在古碑帖中，“桃”
字还有一种常见的写法，这种
写法来源于“兆”字的异体，就
是一个异体的“兆”字加上木

字旁，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下
“兆”字的笔顺，要先写中间的
部分，然后再写两边，有的还
会在上面加一个小撇，这都是
对的。用这种写法来写行书，
也是非常的漂亮。（文/田蕴章）

“桃”字右半部分最重要

有这样一
则古希腊神话

故事。塞浦路斯的国王皮格马
利翁是一位有名的雕塑家。他
精心地用象牙雕塑了一位美丽
可爱的少女。他深深爱上了这
个“少女”，给它起了名字，每天
赞美它、拥抱它、亲吻它，他真
诚地期望自己的爱能被“少女”
接受。但它依然是一尊雕像。
后来皮格马利翁带着丰盛的祭
品向女神求助，爱神阿芙洛狄

忒十分感动，决定帮助他。后
来，皮格马利翁的雕像竟然拥
有了生命，两个人结为夫妻。
人们从皮格马利翁的故事中总
结出了“皮格马利翁效应”：期
望和赞美能产生奇迹。

黑人罗尔斯出生在纽约的
一个贫民窟，当地的孩子每天打
架斗殴，长大后也很难获得一份
体面的工作。幸运的是，他遇见
了一位叫作保罗的校长，他们见
面的第一次保罗就对他说：“我

一看就知道，你将来会是纽约州
的州长。”从此罗尔斯像变了一
个人，开始努力学习，并以州长
的标准要求自己。40多年后，
他竟然真的当选为纽约州州
长。一个人，无论是大人还是孩
子，都渴望得到别人的重视和赞
美。欣赏引导成功，抱怨导致失
败。我们应当努力发现别人的
优点，学会赞赏别人。记住，赞
美和期待永远都不嫌多。（摘编
自《宁夏教育》）

期望和赞美能产生奇迹

■读步天下

书名：《百年不孤》
作者：陶少鸿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推荐语：这是一部讲述

农耕文明下的中国乡绅命
运的长篇小说。作品叙述
了一家几代人的创业奋斗
以及乐善好施的命运故事，
时间跨度近100年。它既是
一部家族史、创业史、精神传
承史，也是一部通过家族梦
实现中国梦，继而传播社会
温暖的作品。 小说语言精
致，富有诗意和张力；人物形
象鲜明，刻画了岑励畬、岑国
仁等一辈子为善的典型人
物。虽然时空跨度大，但作
品的结构严谨合理，内蕴丰
富，深刻厚重，全面展现了
中国乡绅的内在品格和传
统文化的不灭精神。

下午摘玫瑰
不易枯萎

玫瑰是人们所钟爱的
花朵之一，如果你希望自
己花瓶里的玫瑰可以开放
得更久一些，那么不妨选
择下午摘下的玫瑰。因
为下午摘下的玫瑰，由于
经历了整个白天的阳光
照射，植株体内的二氧化
碳浓度很低，植株处于中
性或者弱碱性状态。在
这种情况下，玫瑰比较不
容易腐败，花青素等色素
也不容易遭到破坏。所
以，下午摘下的玫瑰可以
保存得更久。（摘编自《现
代快报》）

田英章（左）和赵孟頫写的桃字。

■咬文嚼字

压轴
原本指倒数第二

压轴原本是戏曲名
词，指一场折子戏演出的
倒数第二个剧目。演压
轴戏的一般都是戏班挂
头牌的主要演员。最后
一出则称“送客戏”，亦称

“大轴”。因一场戏要五
六个小时，观众不等终场
即离座，因此戏班常把剧
目 的 重 点 放 在 压 轴 戏
上。最后一出则安排演
些技术性强的小型武打
戏或趣味性浓的玩笑戏，
让观众在这无足轻重的
演出中逐渐散去。（摘编
自《出版视野》）

斑马
其实是黑皮白斑

科学家们通过技术手
段发现，斑马的胚胎开始
发育时，先长出黑色的外
皮，而后，这黑色的外表再
逐渐发育，成为黑白相间
的。这告诉我们：斑马是
黑皮白斑的。斑马身上的
黑条纹吸热，温度升高，空
气上升；白条纹反光，温度
低于黑条纹，空气自动补
充。如此循环往复，可以
更好地帮助斑马调节热
量，不至于中暑。（摘编自

《科学松鼠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