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撸起袖子加油干，
爽！

活动成员在菜地劳动。

本报讯 本报发起的“城市农夫
计划”
首块菜园终于种满蔬苗。
14 日，20 位读者汇聚长沙医学
院附近的菜园基地，在“城市农夫计
划”技术顾问、长沙亲青菜园基地总
经理向华强指导下，
种下 16 种蔬菜。
对部分参
与人员来说，
这
是首次参加这
种集体劳动。
“新鲜有
趣 ，学 到 了 知
识。
”
54 岁的李
至是第一块地
的 组 长 ，看 到
其他各组的地

都种满菜苗，她急了，
“ 华强老师，求
支援，
来看看菜苗放这么深够不够”
。
“种菜对我来说，
就是探秘。
”
李至
希望通过团结协作慢慢学，
“我畅想着
以后徜徉在菜地，
欢笑摘菜的情景！
”
对另一些人来说，撸起袖子种菜
则是
“久别的重逢”
。
“上次种菜还是当知青时，久违
了。
”
65 岁的周敏说，
现在体力虽不如
从前，但心气、兴趣丝毫不输，
“当然，
参加这次‘城市农夫计划’，不仅仅是
怀旧，更多是希望锻炼身心，结交朋
友，
丰富退休生活的层次。
”
“城市农夫计划”正持续开展中，
有兴趣参加的朋友可扫描本版右下
方二维码报名。
（记者周鏖键）

徜徉杜鹃花海，
收获诗情画意

以侴慧群为组
周见龙拍摄
长的第5组在游玩。 的杜鹃花海一角。
本报讯 上月底，本报协助成立
的湖南乐游群发布了去浏阳大围山
自驾游活动的报名通知。5 月 10 日，
在大围山一年中最美的时间（特色景
点“杜鹃花海”盛开），8 台车 40 人的
自驾车队奔赴大围山，
开启美妙旅行。
万亩花海杜鹃红，
山涧泉水响叮咚。
一帘瀑布林中挂，
水花飞溅雾蒙蒙。
五月春光风和煦，
游人如织花香送。
自然风光无限好，
人间仙境此山中。
这是 5 月 10 日晚，
完成大围山自
驾游活动后，
68 岁队员侴（音同瞅）慧
群发在湖南乐游群里的自写诗。
侴慧群觉得，参加自驾游的意义
不止于简单欣赏风景。在本次活动

中，
侴慧群坐的是陈旭春的车，
“一车
人都是退休族，亲近坐在一起，聊着
退休生活、
对杜鹃花海的期待。车到
山上了，
人也熟了”
。
据事前安排，
每台车确定一位组
长，负责管理每车人员的集合、领门
票、
联络，
侴慧群就是第 5 组组长。
“小问题就在组内解决，如游览
线路就是各组各自行动，5 人同行，
不孤单，也有人帮忙拍照，男女搭配
使得一路氛围极佳；遇到公共事务，
如确定菜单就是各组形成一个意见，
最后汇总到组织人，避免七嘴八舌，
确保紧密联系，
全程有条不紊”
。
受制于体力因素，周见龙、周彝
陵夫妇未登上杜鹃花海最高处。
“但
漫山遍野杜鹃花看到了，很满足。我
拉着老伴，边走边拍，熙熙花海中，蜜
蜂飞到我肩膀上来了，这是城市生活
中不可得的浪漫。
”
周见龙深情说。
湖南乐游群正继续发起自驾游
活动，如您愿意通过分摊汽油钱参加
活动，可扫描下方二维码报名。目前
湖南乐游群已有 19 名资深司机，超
过 200 名搭车群友，期待你的加入让
自驾活动更精彩。
（记者周鏖键）

活动报名通知

本报发起的与KTV合作、
请大家免费唱歌的活动持续开展中。
5 月 20 日，
我们将与长沙温莎 KTV 五一广场店继续合作，
为本报读者
朋友提供两场（上午场、下午场）免费 KTV 欢唱的机会。
上午场 12 个名额，下午场 13 个名额。欢迎大家通过扫描
右侧微信二维码报名参加。另外，也欢迎大家提出想去
哪儿唱歌的愿望，我们将设法为大家提供更多就近免费
KTV 唱歌的机会。

正宗

文山三七
昭通天麻
西 洋 参

产地价疯狂抢

文山三七 80 头 文山三七 60 头 文山三七 40 头 文山三七 30 头

210 元/斤

328
210 元/斤 458 元/斤

西洋参长白山

548 元/斤 398 元/斤

西洋参长白山 西洋参加拿大 西洋参加拿大 西洋参加拿大 昭通天麻
468 元/斤 590 元/斤 680 元/斤
小草坝天麻 铁皮石斛 云南玛卡

998 元/斤

198 元/100 克 148 元/斤

498 元/斤

郑重声明

458 元/斤

268 元/斤

马来西亚雪燕 马来西亚东革阿里
398 元/斤

名贵养生特产每款产品源自原产地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纯自然形态，本
色水洗，不抛光，不打蜡，顶级品质，精挑细选 100%保证品质，产地价直销，砍掉
所有中间加价环节，省钱 70%，让老百姓真正享受花最少的钱，健康长寿活百岁！

种植农户

巧治疝气 肚脐埋药

批发商

加 10%

传统销售模式为什么这么贵
代理商 加 20% 零售商 加 30% 消费者

直销模式为什么这么便宜
种植农户 从产地直接到消费者（砍掉所有中间加价环节）
消费者
省钱 70%

产地价买三七、天麻、西洋参就到五一平和堂药号
全市最低价，
最正宗，
可刷医保卡

直销时间：2017 年 5 月 18-28 日（仅限 11 天）

买 3 斤送半斤 (再送灵芝50克)

订购电话：0731-83290019
乘地铁 1、
2 号线五一广场站下，
四号出口到平和堂负一楼平和堂药号

现场免费打粉︵超微粉︶

百疝消 二大特点
1、起效快 药力迅猛
内 含 52 味 名 贵 中 药 提 炼 ，直 达 脐 下 疝
体，快速缓解腹胀，腹痛，便秘，恶寒肢冷，筋
脉拘急等症状。 （黑食药监械（准）字 2011 第 2260064 号)
2、简单方便 不开刀 不吃药
治疝气 无需手术
每天只需一贴，简单直接，避免手术危
甄选延胡索，独活，升麻，白芷等 52 味名
贵中药材，熬制成绝世消疝膏，通过神阙穴 险，适合老人和小孩使用。黑医械广审（文）第2017030003
如果有：腹股沟疝，直疝，脐疝，切口疝，
（肚脐）直接给药，直达脐下疝体，一时间便
阴疝，
小儿疝气，中老年疝气等，不妨试一下
感觉腹腔咕噜作响，压迫感逐渐缓解，坠胀，
百疝消。百疝消尤其对平躺时自动回纳的
疼痛，拘急感明显减轻。
（哈尔滨雄风生物有限公司）
（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使用）
该治疝配方如此灵验，后经不断改善，效 疝气患者效果更为明显。
为 保 证 患 者 早 日 康 复 ，厂 家 决 定 推
果已近乎完美。在当今现代技术支持下，既
坚持经典，又融入现代科技，由北京疝气研 出 ：买 2 疗程送 1 个疗程的特惠活动。全国
究院，将这治疝配方开发为治疝方——百疝 免费咨询电话：15210675391
消，效果更胜原方，因价格低廉，效果确切经 13146305317 前50名打进电话购买者，
免费赠送疝气带
免费送货，药到付款
国家相关部门批准，现面向全国推广。
老年疝气，会尿频，夜尿多，易嵌顿引起肠梗
阻，肠坏死。孩子疝气，影响睾丸发育；老人体虚，
儿童好动，疝气又紧邻生殖系统，手术虽能暂时缓
解，但术后病人痛苦大，手术麻醉不仅对心脑有伤
害而且易复发，腹压增加时（咳嗽，便秘，提重物
等）很容易拉裂，导致疝气复发，效果均不理想。

加 10%

直销地址：五一路平和堂商场负一楼平和堂药号 可医保刷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