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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阅读下载慢新闻APP

晚报抗癌互助会邀你参加让生活 下来慢

主办：重庆晨报、重庆晚报、重庆商报
承办：重报集团健康生活馆
时间：1月30日-2月4日9:00-18:00
电话：15909389727

13320243956

可电话订购送货到家
（虫草20克、海参3斤起送）

地址：渝中区七星岗民生路渝海大厦8楼，重
报集团·晨晨优选健康生活馆（巴渝世家小区
对面，从上海一百旁边的下行支路进入大厅）
路线：经过或停靠七星岗站的公交车线路包
括0491路 0492路 476路 466路 461路
401路114路462路601路612路152路
465路124路871路

据悉，本次大
连辽刺参产地厂家
直销会销售一路火
爆。这不仅归功于
直销会上的海参品
质好，最主要的还
是厂家为了回馈新
老顾客和加速资金
回笼，而放出的价

格特别低并且优惠力度大。因前期销售火爆，
部分规格海参一度卖空缺货，特别是6年淡干
海参，由于其较高的泡发率和实惠的价格而备
受新老顾客疯抢。为此，厂家紧急联系工厂空
运补货，确保每一位读者来现场都能够买到称
心如意价格实惠的正宗大连辽刺参。

据富豪源黄经理介绍，目前市面上销售的
海参品质良莠不齐。要么是一些小商家大打
价格战以较低的价格卖假海参；要么是一些豪

华专卖店以较高的价格卖高利润的海参。目
前市面上的假海参主要有：一种是没有任何药
用与养生保健价值的假海参；还有一种是糖干
海参与盐干海参，它们不仅泡发不大，1斤一般
只能泡发3-5斤，而且营养成分也被破坏。而
现在以报社和厂家联合举办产品直销会的海
参销售方式，越来越受消费者的欢迎。这样既
利用媒体的公信力为产品的品质做保障，又不
经过任何中间环节，由厂家直接销售。只有这
种砍掉代理商、经销商、店面租金等中间环节
高额成本费用，才能将价格一降到底。

此次直销会，我们承诺现场所有售卖的大
连辽刺参均为原产地大连海域的优质野生淡
干辽刺参。所有产品都是由2017年9、10月份
刚刚捕捞的新鲜海参加工而成，绝无糖干海
参、盐干海参等伪劣产品，并且一斤至少可以
泡发12斤-18斤以上，泡发后算账下来平均每
天花费二十多元就可达到养生保健的目的。

据了解，
世界上已统
计的虫草有
上百种，但能
叫做“冬虫夏
草”的却只有
一种，普通的
虫草没有任
何药用与营

养保健价值，只有“冬虫夏草”自古以来一直被
列为保健珍品，具有较高的药用与保健作用。

“冬虫夏草”主要分布和产自海拔 4000～
6000米的青海玉树和西藏那曲，以及海拔
3000米左右的四川甘孜阿坝一带。其中，那
曲和玉树地区因海拔高、日照足，昼夜温差大，
这里出产的“冬虫夏草”以色正、体满、营养价
值高闻名于世，在业内一直有着“冬虫夏草出
西藏，西藏虫草出那曲”的说法。

此次直销会上，备受消费者亲睐和追捧的
是价值 198 元/克的 2400 头和 268 元/克的
1500头冬虫夏草。2400头的很多消费者是
买来自吃养生保健的经济又实惠，而1500头
的很多消费者是用来送给亲朋好友作礼物，感
觉既有面子又不贵。

据介绍，此次直销会上的冬虫夏草均来自
西藏那曲海拔4500米以上高寒山甸的优质首
选。全部是2017年的头期新草，无穿条、粘
胶、断草、黑草、死草，干度在95%以上，现场

虫草不扎不捆，全部散称，还可数条数规格。
并且不经过任何中间环节，砍掉代理商、经销
商、店面租金等高额成本费用，将价格一降到
底、优惠再度升级。

2018那曲冬虫夏草&大连辽刺参原产地直销会最后三天
近日，寒冷的天气也未能阻挡山城市民购买那曲冬虫夏草和大连辽刺参的热情。本次直销会连日来一路销售火爆，部分热销规格的冬虫夏草与大连辽刺参

厂家已经紧急补货两轮。现距离直销会结束时间还剩最后三天了，还未到场的读者与顾客请赶紧抓紧时机前来购买，错过将要再等一年。

现场，那曲冬虫夏草低至88元/克，买100克送10克（断草不参加）；大连淡干辽刺参低至2280元/斤的出厂价，还有买3斤送1斤的厂家福利。不管你是养

生自吃囤货，还是春节送礼，都将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另外，对于春节送礼的客户我们将免费提供精美的礼品包装。

那曲冬虫夏草受追捧
年底优惠力度再升级

那曲冬虫夏草原产地直销会价格表
规格

爆款断草
精选断草
2400头
2000头
1500头
1000头

优惠：买 100 克送同等规格虫草 10 克（断草
不参加，且断草每日限卖250克，先到先买）；
另外买虫草还送价值158元的青海诺木洪野
生黑枸杞一瓶。

直销价
88元/克

138元/克
198元/克
228元/克
268元/克
318元/克

大连海参厂家来渝促销
买3斤送1斤错过等一年

大连辽刺参原产地直销会价格表

那曲冬虫夏草低至88元/克，买100克送10克（断草不参加），还有价值
158元的青海诺木洪野生黑枸杞一瓶礼品赠送！

海参品牌厂家富豪源来渝年底回馈新老顾客，现场三到九年正宗大连优质
辽刺参，价格低至2280元/斤，买3斤送1斤，还剩最后3天，抓紧时间抢购！

规格
3年野生淡干海参
3年以上野生淡干海参
5年野生淡干海参
6年野生淡干海参

优惠：厂家福利买3斤送1斤同款海参

直销价
2280元/斤
2680元/斤
2980元/斤
3280元/斤

过年送虫草，吃了都说好；过年送海参，情“参”意又真！

作为国内炙手可热的网络喜
剧 IP，暴走大事件今年初推出的
《暴走超大事件》跨年晚会，带来了
2018年第一波笑料，热衷于“搞事
情”的他们当然会在春节前夕再出
招——这不，就在本周一，暴走和
重庆啤酒联合发布了首部贺岁大

片《2018，不喝不散》，还带上大鹏
和一众暴走系艺人发射“笑弹”，让
大家开心加一倍。

开心加一倍
最强喜剧人联手

这部由重庆啤酒推出的2018

新春贺岁大片《2018，不喝不散》
集结了时下大众们辨识度和认可
度都极高的大鹏以及暴走团队，两
大最强喜剧IP集体出镜，各出奇
招，爆笑演绎青春往事。

大鹏作为当下喜剧界炙手可
热的演员，早已从喜剧网红蜕变成
为自成一派的喜剧大咖，可以说每
每有新作，都会引发观众的期待。
而暴走团队此次出镜的木子、pi-
no、大队长、耀峰等成员，在年轻
影迷群体中拥有极高的知名度，这
次是他们首次参演电影，同时也是
头一次与大鹏对戏，两大喜剧流派
的强强联手，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至少，这样的组合让影片的搞笑质

量有了保障，收看了预告片的重庆
观众们纷纷点赞期待，终于等到如
今正片上线，“新春贺岁，就是图个
欢快、高兴的气氛，大鹏加上暴走，
想想都觉得乐。”

不止是搞笑
更有青春与重逢

喜剧当然是《2018，不喝不
散》的主题，但作为一部电影，它还
得有一个完整的故事。

这一次，大鹏和暴走团队回到
了大学时的青春时光。

《2018，不喝不散》讲述了大
鹏和一群“帮倒忙”的兄弟为追
女神在校园里上演了一场场闹

剧，共同的经历让大鹏和兄弟的
感情日益深厚，还定下了十年的
不喝不散之约。喝着重庆啤酒
共同走过大学，也一起在社会上
相互帮助，而十年前“不喝不散”
的约定，终于到了要再次相聚的
时候。然而时过境迁，他们之间
最后能否实现约定？这作为贺
岁片《2018，不喝不散》中最大的
悬念，引发不少好奇和猜想，答
案其实就在已经上线的正片当
中，新春佳节之前，不妨在笑声
中一睹为快。

大鹏和兄弟们不喝不散的约
定，在新春之际显得更有话题性。
过年是亲朋难得的团聚时刻，在这
个时刻，举杯贺新年，斟酒忆青春，
喝酒碰杯，似乎就是过年团聚的仪
式感，这也是中国人基因里对过年
的一种情结——不喝不散，才能开
心加倍。

重庆晚报记者 李卓然

大鹏与暴走最强喜剧组合
重啤不喝不散开心加一倍

中国烟草总公司重庆市公司原局长、总经理李武起同志

重庆春晚星光璀璨
重庆晚报讯 （记者 柳青）昨晚，

2018年重庆市春节联欢晚会在广电大厦进
行录制。今年的重庆春晚不仅有传统文化
展示，还有青春女团以及重庆籍明星亮相，
可谓星光璀璨。

重庆春晚将于2月13日19点35分在
重庆卫视播出，节目时长4小时，共19个节
目。当晚，著名川剧艺术家沈铁梅和二胡演
奏家刘光宇将带来精彩演出；五大青春女团

“SNH48 GROUP”将首次大合体。此外，
田亮将带着媳妇叶一茜回家拜年，而冯巩、
李雪芮等也会带来祝福VCR。

今年春运自今日起至3月
12日止，共40天，预计重庆车
站将发送铁路旅客610万人。
在高速公路方面，执法部门将在
渝东南高速公路试点交通违法
有奖举报。

今年春运预计客流将呈现
节前相对分散，节后启动早、相

对集中的特点。原因是今年重
庆各大高校寒假放假时间集中
在1月下旬，但节后学生流和务
工流将交织重叠，形成客流高
峰。预计2月1日-10日左右为
售票高峰。

在铁路售票服务方面，今年
春运将投入全功能自动售票机
68 台、非现金自动售票机 49
台、自动取票机128台。在去年

推行支付宝购票的基础上，今年
将推出售票窗口和自动售票机
微信扫码支付功能。此外，车站
将继续提供以12306客服中心
为核心的预约服务。

高速公路方面，为确保道
路通行安全，高速执法部门今
日起将在渝东南高速公路试点
交通违法有奖举报。具体包
括：G65包茂高速南川大观至

秀山洪安段，以及南川至万盛
高速、綦江至万盛高速、南川至
道真高速（重庆段）、黔江至恩
施高速（重庆段）、酉阳至沿河
高速（重庆段）、秀山至松桃高
速（重庆段）等支线。若举报查
证属实的，每起将对举报人给
予20元话费奖励。

重庆晚报首席记者 夏祥
洲 郑友

春运今日拉开帷幕 举报高速路违法有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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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第2018031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8年1月31日

基本号码
04 26 21 24 06 27 13

特别号码
09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公告
第2018014期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18031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5 2 5 7 4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18031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5 2 5

4726825681.1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18014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4 16 18 24 31+01 08
奖 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中奖注数
1注
0注
53注
22注
374注
122注

每注奖金
10000000元

——
188566元
113139元
10855元
6513元

应派奖金合计
10000000元

0元
9993998元
2489058元
4059770元
794586元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8年1月31日

关关注春运

▲大鹏领衔多位实力派喜剧人出演重庆啤酒贺岁片《不喝不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