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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糖型高含量铁皮枫斗晶现在体验，就送288元九安血糖仪一台，体验电话：0571-87696068

为什么说
糖尿病人需要“滋阴”

“糖尿病”与中医“消渴症”类似，是以多饮、

多食、多尿，身体逐渐消瘦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

类疾病。

“消渴”分上、中、下三消，病位在肺、胃、肾，

主要病机为阴津亏耗，燥热偏盛。消渴病日久，

病情失控，则阴损及阳，热灼津亏血瘀，而致气

阴两伤，阴阳俱虚，络脉淤阻，经脉失养，气血逆

乱，脏腑器官受损而出现疖、痈、眩晕、胸痹、耳

聋、目盲、肢体麻疼下肢坏疽、肾衰水肿、中风昏

迷等兼症。

调养以滋阴生津为基础，解上消以清热润

肺，生津止咳；解中消以清胃泻火，养阴生津；解

下消以滋阴益肾。无论采用什么方法，滋阴是

基础。

铁皮石斛历来被誉为“滋阴上品”，《神农本

草经》记载其：“主伤中，除痹，下气补五脏虚劳，

赢瘦，强阴，久服厚肠胃。”针对消渴症时，中医一

般会在各种基础方中加入铁皮石斛，增强其滋阴

润肺，或益胃生津，或滋补肾阴的作用，同时，也

可以达到调节免疫平衡的目的。

当心！春季血糖易反复
早预防很关键

进入早春时节，白日还是艳阳高照，傍晚就

凉风徐徐，气温的变化无常，加上春季空气干燥，

人体的水分蒸发速度加快，血液粘稠度增加，人

们极容易患心脑血管疾病。对于已有血管硬化、

高血糖等症状的中老年人来说，旧病复发率更

高。通过长期服用铁皮石斛来保健，可以起到滋

阴生津、清补的预防效果。

其实，服用铁皮石斛的方法有很多，看每个

人的习惯不同，现在市场上也有很多铁皮石斛

（枫斗）的成品或升级产品，您不妨选些买来试

试，方便又管用。不过，品质好坏非常关键，像雁

之斛铁皮枫斗晶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蓝

帽子”认证，粗多糖含量高达 20.98%、总皂甙

3.03%，高含量，一天仅需一包即可，还是无糖型

配方，品质就肯定错不了。

每天一包无糖型铁皮枫斗晶
助力高血糖人群

在很多人印象中，高血糖是岁数较长的人群

常见的毛病，但浙江调查结果是：18 岁以上成人

糖尿病患病率为 7.37%，25 岁以后患病率就呈现

明显上升趋势。

省疾控中心提醒，造成高血糖患病率持续上

升的重要原因，与个人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如吸

烟、饮酒、不健康膳食、缺乏体力活动等危险因素

维持在较高水平有很大关系。建议广大民众自

觉参与到健康行动中，及时监测、及时预防，提高

自我保健能力。

本次，在钱报有礼健康直购的呼吁下，雁荡

山铁皮石斛基地与九安医疗强强联合，为高血

糖人群推出“关爱礼”，旨在帮助大家实现“测得

起、测得准”的心愿，更加科学监控自己的血糖。

即日起至 2 月 20 日，只要在钱报有礼健康直

购体验无糖型高含量铁皮枫斗晶，就可以免费获

赠九安家用血糖仪一台，价值 288 元，经过美国

FDA 认证、欧盟 CE 认证和 ISO9001 认证，让您

在家也能轻松监测血糖。

口干、恶心、疲惫乏力⋯⋯过年大鱼大肉，血糖飙高9倍

春季血糖易波动 降糖控糖是关键
口干、恶心、疲惫乏力⋯⋯过年大鱼大肉，血糖飙高9倍

春季血糖易波动 降糖控糖是关键
过年期间狂吃大鱼大肉，结果血糖值破表飙高正常值9倍，只好住院治疗。

专家说，有高血糖症的患者，最好能从饮食控制配合药物治疗，血糖一旦失控，严重时可能会脱水、神智不清、意识

障碍，甚至昏迷。建议这类人群，要时常监控自己的血糖状况，平时注重预防保健。

过年期间狂吃大鱼大肉，结果血糖值破表飙高正常值9倍，只好住院治疗。

专家说，有高血糖症的患者，最好能从饮食控制配合药物治疗，血糖一旦失控，严重时可能会脱水、神智不清、意识

障碍，甚至昏迷。建议这类人群，要时常监控自己的血糖状况，平时注重预防保健。

活动链接：

雁之斛铁皮石斛颗粒（枫斗晶）

【30 包体验装】市场价 660 元/盒，活动价 360

元/盒，两盒起8.5折；

【90 包家庭装】市场价 1980 元/盒，活动价

1080元/盒，买3盒送4盒体验装。

★购买以上任意规格枫斗晶，即可获赠 288

元九安血糖仪一台，活动仅限5天。

抢购电话：0571-87696068
活动地址：钱报有礼健康直购

【浙报店】杭州市体育场路184号（浙江日报门

口）

【城西店】杭州市西湖区华星路 8 号 3-5 商铺

（东方通信大厦旁工专路向前走 200 米，华星路与

工专路交叉口）

【城北店】杭州市金华路锦昌文华 1 期 84 号

（拱宸发行站旁)

【会员服务中心】杭州市东新路江南巷 2 号浙

报公寓3-2号商铺

【湖州店】湖州市凤凰路675号（市工商局对面

老娘舅旁边）

本品不能代替药品本品不能代替药品

扫码关注即送
10元优惠券

扫码关注即送
10元优惠券

新华影都
《疯岳撬佳人》10:55 12:45 14:35
18:30 20:20

《西游伏妖篇》3D 16:25 22:10
《合约男女》10:05 12:00 15:45
19:25 21:20

《功夫瑜伽》3D 12:10 16:30 21:00
《乘风破浪》10:40 16:40
《爱乐之城》
9:30 10:45 11:55 13:10 14:20
15:35 16:45 18:00 18:35
19:10 20:25 21:35

《极限特工：终极回归》3D

9:40 11:40 12:40 13:40
14:40 15:40 17:40 18:40
19:40 20:40 21:40 22:40

《决战食神》3D
10:15 13:50 17:35

《游戏规则》3D 14:10
天天半价.会员观影20元起.
微信号:xhyd.
团购电话:87049310 87212554

胜利影城
《爱乐之城》12:00 13:00 14:15

16:30 18:15 19:20 20:30
《极限特工:终极回归》
12:30 14:25 15:20 16:20
17:20 18:45 20:40
票房:87080142

浙江胜利剧院
小伢儿金舞台——“童话力量”儿
童剧演出季
大型动感儿童舞台剧《三只小猪》
时间：2月18日 10：00 15:00
2月19日 10：00
演出剧团：北京丑小鸭卡通艺术团
抢座热线：13738076733

杭州剧院
演出剧目：大型魔幻儿童剧《果果
的绿野仙踪》
演出时间：2017年2月25日15:00、
19:30
演出票价：150、100、50 元
演出团体：浙江话剧团

演出剧目：格林童话儿童剧《布莱
梅的音乐家》
演出时间：2017 年 3 月 4 日晚 19:
30；3 月 5 日上午 10:30
演出票价：280、180、120、80 元
演出团体：北京丑小鸭剧团

演出剧目：浙江交响乐团管乐五
重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2017年3月10日晚19:30
演出票价：300、200、100、50 元
演出团体：浙江交响乐团管乐团

演出剧目：澳大利亚钢琴家黄彭
独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2017年3月19日晚19:30
演出票价：300、200、100、50 元
演出人员：黄彭

演出剧目：意大利亲子滑稽默剧
《受惊吓的面包师》
演出时间：2017年3月24日晚19:30

演出票价：100、50 元
演出人员：安德里亚、弗兰西斯科

演出剧目：音乐会《宋珊瑚扬琴独
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2017年3月25日晚19:30
演出票价：300、200、100、50 元
演出人员：宋珊瑚

演出剧目：音乐会《德国 ARCIS
萨克斯四重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2017年4月8日晚19:30
演出票价：300、200、100、50 元
演出人员：Claus Hierluksch、
Ricarda Fuss Claudia Jope 、
JureKnez

演出剧目：音乐会《一千零一“面”
“追”打击乐重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2017年4月8日晚19:30
演出票价：300、200、100、50 元
演出人员：Sven Hoscheit 等

演出剧目：音乐会《克罗地亚弹拨
乐音乐会》
演出时间：2017年4月16日晚19:30
演出票价：300、200、100、50 元
演出团体：克罗地亚弹拨乐团

演出剧目：多媒体 3D 舞台剧《盗
墓笔记外传：藏海花》
演出时间：2017 年 4 月 21 日-22
日晚 19:30
演出票价：880、680、580、380、
280、180 元
演出人员：藏海花剧组

演出剧目：李渔名著话剧《怜香伴》
演出时间：2017年4月28日晚19:30
演出票价：480、380、280、180 元
演出团体：杭州话剧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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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广场文化广场
咨询电话：8531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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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信息如有变动，请以各
影院、剧院当天现场公告为准。
●演出信息如有变动，请以各
影院、剧院当天现场公告为准。

福彩3D
第2017039期第2017039期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1892482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5378元

浙江中奖注数

241
0

907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浙江销售2369662元，返奖额412929元。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2月15日

3 9 5
单注奖金 应派奖金合计

3注
0注

70注
11注

552注
148注

26，346注
8，184注

486，166注
158，084注

4，859，763注
...

四等奖

五等奖

中奖注数奖级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六等奖

3，392，699，037.9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出球顺序：19 24 29 26 04 04 06
本期开奖号码：04 19 24 26 29 04 06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17017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7年2月15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82，067，186元

前区 后区

合计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7年4月17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期中奖情况

10，000，000元
0元

124，952元
74，971元

5，808元
3，484元

2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

30，000，000元
0元

8，746，640元
824，681元

3，206，016元
515，632元

5，269，200元
818，400元

4，861，660元
790，420元

24，298，815元
79，331，464元

福彩6+1
第2017017期 投注总额：698058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 0 牛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
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
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
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
码）按位相符，或1位
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
肖码也相符。

中奖注数

0
0
0
45
739

18736

奖金

0元

0元

10000元/注
500元/注
50元/注

5元/注

未中出奖金5095.8587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2017年2月15日

07128

福彩七乐彩
第2017017期

中奖号码：基本号（●） 特别号（★）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1注

59注

358注

2144注

9305注

24525注

87631注

奖金

1070950元/注
2593元/注
854元/注
200元/注
5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2月15日

总销量：6341602元

02 1811 07272414 17

福彩15选5
第2017039期 投注总额：581792元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63

4663

奖金

0元

3141元/注
10元/注

奖池累计40.16万元滚入下期。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2月15日

01 131009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