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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人体比作一棵

大 树 ，那 么 肾 就 是 树 的 树

根，树根缺少营养、水分、阳

光 ，就 会 造 成 树 木 生 长 不

良，同样的道理，肾如果虚

弱 ，人 体 健 康 也 会 受 到 损

害，牵一发而动全身。

俗话说“十人九虚”，说

的是肾虚很常见。中医认

为，肾为人体的先天之本，

生命之源，对人体各个年龄

阶段的生长发育都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那么肾虚，

我们该如何调养呢？五脏

六腑的精气都藏于肾脏，温

肾养肾需要顺应肾的特性，

对应时节的特性，保持人体

的内外平衡。

中医认为,黑色入肾,因

此 常 吃 黑 色 食 物 对 肾 脏

好。眼下正是冬病夏养的

好时机，酸甜可口的桑椹作

为黑色食品中的佼佼者，对

注重健康饮食的人来说，可

谓是养生的“法宝”。

肾不好，全身症状跟着跑
高血压是人们较熟悉的心血管病之一，

其病因有很多。

有一个实验很有趣：给有遗传性高血

压的大鼠和正常血压的大鼠互换肾脏后，

结果是前者的血压正常了，而后者的血压

却上去了。

实验说明，在高血压的发生与持续中，肾

脏是脱不了干系的。

中医认为，肾为五脏六腑之根，人体气血

阴阳皆系于此。

肾气足，则五脏六腑功能协调，气血充

足，容面光泽红润，精力充沛，抵抗力强，不容

易生病；肾气亏损，五脏六腑、气血阴阳都要

受到影响，致使百病丛生。

中医常说肾主“黑”，指一般黑色食物多

入肾，可补益肾精，让人年轻有活力，身形挺

直，头发乌黑光泽。日常饮食不妨加入黑色

食物，例如黑芝麻、黑豆、桑椹等。

清代医学家称桑椹“滋肝肾”
清代著名医学家王孟英在《随息居饮食

谱》中，称桑椹“滋肝肾，充血液，祛风湿，健步

履，息虚风，清虚火”。

有专家把黑桑椹比作水果中的“乌鸡白

凤丸”，并且男女适用，认为特别适合肾虚的

人群，以及更年期的男女。

俗话说：“春夏桑椹赛人参”。研究表

明，桑椹富含钙、磷、钾、铁、锌、硒，及膳食纤

维、维生素、鞣酸、苹果酸等，营养价值非常高。

但是，吃桑椹有讲究！每年春夏，鲜吃桑

椹果的人较多。但鲜桑椹结果周期短又难以

保存，再加上桑椹药性甘寒，脾虚便溏者不宜

多吃。这使得桑椹这味药食同源的上品，被

很多人小看了。

方回春堂非遗技艺熬制
让桑椹成为老少皆宜的滋补良方

《食宪鸿秘》记载：“桑椹熬膏，更妙，久贮

不坏。”古人会把鲜桑椹熬成膏来吃，用加热

的方式，能暖胃去桑椹的寒，还能保留它的营

养物质。

专家也向我们推荐，采摘新鲜桑椹，熬制

膏方更为滋补，吸收率也更佳。

但要真正制作出一款有品质、有效果的

精品桑椹膏，必须要严格按照传统滋补膏方

的熬制工艺。所谓一味膏方百年功，选料、

熬制、配伍每一个环节，每一道工序都大有

讲究。

钱报有礼健康直购去年夏天直接卖断

货的桑椹膏，就很值得一试。这款膏，从选

料开始，就极为慎重，精选新鲜的优质桑

椹，再由方回春堂采用“非遗”制膏传统工

艺生产。全程经过浸泡、煎煮、沉淀、浓缩、

华膏、过滤、收膏七道工序，在保留原有营

养物质基础上，经 64 倍浓缩后，13 公斤桑

椹才熬成一瓶膏。不添加蔗糖，拒绝防腐

剂，回甘好，不甜腻，不苦涩，带有自然药

香，适宜人群更广。

限时优惠：

桑椹膏
√方回春堂非遗制膏技艺生产

√不添加蔗糖，拒绝防腐剂

√回甘好，不甜腻，不苦涩

规 格：160g/瓶

活动价：75元/瓶

特惠套组：168元/3瓶（限量100组）

288元/6瓶（限量100组）

3 瓶半个周期，6 瓶一个周期，建议一个

周期购买

活动时间：7月2日至7日

抢购电话：0571-87696068
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付款。

活动地址：钱报健康直购读者体验中心，杭州

市体育场路184号（浙江日报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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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影城
《千与千寻》12:30/17:10

《蜘蛛侠：英雄远征》11:50/13:00

14:05/14:50/15:25/16:20/17:50

18:35/19:30/20:15/20:50

以当天票房信息为准！

票房:87080142

浙江胜利剧院
素心如兰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13
昆剧班毕业汇报演出
时间：2019年7月2日 19:30
票价：80元/50元/20元
票务：大麦网1010-3721
小伢儿金舞台——

《智慧树之小咕咚的魔法世界》
时间：7月20日-21日

10:00&15:00
票价：80/100/140
剧团：北京丑小鸭卡通艺术团
抢座热线：13738076733
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皇帝的新娘》
时间：7月24日-7月27日 19:30
7 月 28 日 14:00 票价：1180/680/
580/480/300/200/100元
票务：大麦网1010-3721
儿童剧《汽车总动员》
时间：2019年8月3日-8月4日
10:30 15:30 票价：380 元/280 元/
180元/100元
票务：大麦网1010-3721
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旋转卡门》
时间：8月7日-10日 19:30 & 8月11
日 14:00 票价：1180/680/580/480/
300/200/100元
票务：大麦网1010-3721

小伢儿金舞台——
诙谐幽默儿童舞台剧《西游记之三
打白骨精》
时间：8月24日-25日10:00&15:00

票价：80/100/140

剧团：北京丑小鸭卡通艺术团

抢座热线：13738076733

同名漫画改编奇幻儿童剧《大头兵》
演出时间：2019年 8 月 31 日 15:30/
19:30 演出票价：380 元/280 元/180
元/120元/80元
票务：大麦网1010-3721

杭州剧院
演出剧目：美国钢琴家罗宾·斯皮尔

伯格独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2019年7月4日19：30

演出票价：300、200、100、50元

演出人员：罗宾·斯皮尔伯格

演出剧目：东野圭吾作品《新参者》
演出时间：2019年7月13日19：30
票价：580、480、380、280、180、120元
演出剧团：上海锦辉

演出剧目：俄罗斯远东少儿芭蕾舞团
《灰姑娘》
演出时间：2019年7月14日19：30
演出票价：480、380、280、180、80元
演出剧团：俄罗斯远东少儿芭蕾舞团

演出剧目：英国伦敦苏乐姆弦乐四重
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2019年7月22日19：30

演出票价：300、200、100、50元

演出人员：威廉·纽维尔 、艾米·特莱
斯等

演出剧目：法国原版气球创意秀

《气球大师与小王国历险记》

演出时间：2019年11月3日15：00

演出票价：380、280、180、120、80元

演出人员：1043 productions

演出剧目：一生必听的音乐会

钢琴小提前大提琴浪漫邂逅音乐会

演出时间：2019年11月10日19：30

演出票价：300、200、100、50元

演出人员：谭小棠、刘霄、朱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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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广场文化广场
咨询电话：853113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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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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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中奖注数
5注

294注
4，287注

单注奖金
6，639元

50元
5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中国体育彩票浙江省20选5第19175期开奖公告中国体育彩票浙江省20选5第19175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9年7月1日

本期销售金额：141，496元

本期开奖号码：01 03 17 18 20
本期出球顺序：03 18 01 17 20

本期中奖情况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8月30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8月30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0.0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0.0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福彩3D
第2019175期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6695110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其他投注方式中奖额为：3762元

浙江中奖注数

1809
1023
0

每注奖额
（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浙江销售2874148元，返奖额2239080元。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9年7月1日

4 6 4

应派奖金合计
684，320元

0元
133，902元
818，222元

中奖注数
658注

0注
774注

1，432注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合计

单注奖金
1，040元

346元
173元

...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浙江省）第19175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9年7月1日
本期浙江销售金额：1，290，570元

本期开奖号码：3 8 9

本期中奖情况

13，639，209.4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8月30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65，635，272.7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应派奖金合计
16，100，000元
16，100，000元

中奖注数
161注
161注

奖 级
一等奖
合计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175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9年7月1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0，174,352元

本期开奖号码：3 8 9 5 8
本期中奖情况

单注奖金
100，000元

...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8月30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福彩15选5
第2019175期 投注总额：5211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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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4933

奖金

0元

1568元/注
10元/注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9年7月1日

01 15130702

奖池累计116.7383万元滚入下期。

单注奖金中奖注数奖级 应派奖金合计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4注
2注

102注
33注

288注
780注

21，617注
24，472注
51，805注

794，192注
7，354，056注

---

10，000，000元
8，000，000元

360，251元
288，200元

10，000元
3，000元

300元
200元
100元

15元
5元
---

40，000，000元
16，000，000元
36，745，602元

9，510，600元
2，880，000元
2，340，000元
6，485，100元
4，894，400元
5，180，500元

11，912，880元
36，770，280元

172，719，362元

本期出球顺序：05 16 11 06 07 02 11
本期开奖号码：05 06 07 11 16 02 11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19075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9年7月1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264，828，767元

前区 后区

4，329，058，171.2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开奖前奖池资金高于 15 亿元，一、二等奖奖金按《中国体育彩票超级
大乐透浮动奖奖金特别规定》分配，详见中国体彩网公告。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8月30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本期中奖情况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八等奖
九等奖
合计

福彩6+1
第2019075期 投注总额：614598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 5 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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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5
689

14643

奖金

0元

0元

10000元/注
500元/注
50元/注

5元/注

未中出奖金9124.8005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2019年7月1日

59010

福彩七乐彩
第20190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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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注

6注

113注

344注

4302注

7081注

52909注

奖金

0元/注
32785元/注
34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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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7月 1日

总销量：5278378元

01 2007 28252316 18

奖池累计1377005元滚入下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