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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连连野野生生淡淡干干海海参参每每斤斤11999988元元
每人限购一斤，活动过后恢复原价3499元，抓紧时间抢购吧

本报海参直销惠活动启动以
来，受到市民的广泛关注。记者了
解到，本次活动直销的优质野生淡
干海参产自大连海域。大连海域具
有海参生长的良好环境、无海水污
染，此海域产的刺参，营养价值要
远高于其他地方产的海参，是海参
中的名贵品种。本次直销惠活动
上，大连野生淡干海参售价仅为
1998元/斤(每人限购1斤)，活动过
后恢复原价3499元。还等什么抓紧
时间拿起电话抢购吧，抢购电话：
0635-8277092 18606358485

本报记者 张召旭

冬季进补 首选海参

民间谚语说：冬至开始吃海
参，吃上九九八十一天，一年陈病
不犯。

冬季食补“春夏养阳，秋冬养
阴”，冬天食补最主要目的在于增
加肌体免疫功能，增强御寒能力。
中国民间有“冬至一阳生”的说
法，所以中国人有在冬至吃牛肉、
羊肉的说法。“冬至开始吃海参，
吃上九九八十一天，一年陈病不

犯。”民间这句谚语道出了海参温
补的作用。海参补肾，尤其壮精
气。

海参补肾经，益精髓，海参肉
质软糯、营养丰富，是典型的高蛋
白、低脂肪食物，滋味腴美、风味
高雅，是久负盛名的名馔佳肴，与
燕窝、鲍鱼、鱼翅齐名。

《本草纲目》也记载，海参，味
甘咸，补肾，益精髓，壮阳疗痿，其

性温补。现代科学研究证明，海参
确实与众不同。

海参精氨酸最为丰富，号称
“精氨酸大富翁”。众所周知，精氨
酸是构成男性精细胞的主要成
分，又是合成人体胶原蛋白的主
要原料，可促进肌体细胞的再生
和肌体受损后的修复，还可以提
高人体的免疫功能，延年益寿。故
古代医人称海参补肾经、益精髓。

1998元一斤 创淡干海参最低

“1998元，确实是大连淡干
海参吗？”在本报海参直销惠活
动启动以来，不少市民打进电话
咨询，也有不少市民直接质疑本
报所售海参是否是大连淡干海
参。

对此，本报海参直销惠活动
负责人坦诚，大连淡干海参的价
格低至1998元/斤，的确已经没
有什么利润空间。据业内人士爆
料，目前质量还不错的鲜海参，
价格每斤约85元左右，平均约30
斤才能出一斤淡干海参。加上生
产环节的人工等成本，每斤大连
淡干海参的出厂价应该在3000
元左右。这样计算下来，1998元
的价格的确是赔本价在销售。

“我们这次主要是回馈水城读者

对晚报的后海，所以本身不追求
利润。市场上的海参之所以价格
高，还是来源于销售中间环节的
层层加码。”活动负责人告诉记
者，这次海参直销惠活动，采取
的正是直销的手段，彻底抛掉了
中间经销商的加价，简单来说就
是出厂价卖海参，价格自然会低
不少。“就品质来说，我们现场销
售的1998元一斤的大连淡干海
参，在商场应该能卖到至少3500
元一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聊
城市民在直销惠现场一定是用
不到六折的价格来买海参。”

海参直销惠组委会郑重向
市民承诺：现场销售的所有海参
都是真正的大连淡干海参，消费
者可以进行相关检测。

赔本销售 每人限购一斤

在中秋节期间本报举办的
“金秋海参直销节”上，质优价
廉的大连淡干海参几次被抢购
一空。但不少喜欢品尝纯野生
海参的市民希望本报能够联系
到诚信企业，推出同样值得信
赖的纯野生海参。经过前期大
量的市场考察，最终选定胶东
人家作为合作伙伴，胶东人家
也郑重承诺，为本次海参直销
惠提供的一定是最优质的大连
野生淡干海参。

真正纯天然无公害的野生
海参采用传统技术，是海参产品
中的极品，虽然外观没有经过各

种特殊加工后的海参那么美观，
但最大限度保留了其原始的样
子，保证营养成分不流失，打开
包装后可以闻到浓浓的海味。采
用环保、无污染的健康包装，产
品有保障，吃得放心。

本次海参直销惠活动采用
从码头直接到市民餐桌的模
式，省去中间所有环节，以史上
前所未有的超低价回馈水城市
民。大连野生淡干海参原价3499
元现价1998元(每人限购一斤)，
活动过后即恢复原价3499元；即
食海参298元买三赠三仅合人民
币149元。

抢购地址：聊城市兴华路与向阳路交叉口西北角古楼

办事处二楼(齐鲁晚报·今日聊城编辑部)

抢购电话：0635-8277092 18606358485

一一位位四四胞胞胎胎妈妈妈妈的的求求助助信信
本报聊城10月26日讯(记者

王传胜) 25日，记者跟随求助信
中提到的好心女士张秀云，一起
来到四胞胎家中，距离临清市区
约有20分钟车程。这已是张秀云
第六次来看望四胞胎，每次来她
都是打车来回，一趟要花50元。

张秀云在临清市区经营着一
家月嫂公司，比较关注婴幼儿的
信息。今年6月，她通过齐鲁晚报
看到了四胞胎的报道，就想去看
看他们。

第一次去，张秀云带着三个
月嫂，辗转找到了四胞胎家中，却
遭到了冷遇：许庆一家以孩子在
睡觉为由，拒绝他们见孩子。张秀
云完全理解他们的心思，对陌生
人有戒备心再正常不过了。那一
次，张秀云每个孩子给了100元
钱，算是见面礼。

后来，张秀云又去过几次，每
次都不空手，要么给孩子买几件
新衣服，要么带点补品，教给他们
抚育孩子的方法。张秀云说：“我
做月嫂这一行，特别喜欢宝宝，四
胞胎一家这么困难，心里特别受
不了，尽力给他们一些帮助。”

采访过程中，许庆两度落泪。
一次是因为感到无助，没人来帮他
们带带孩子，自己和婆婆累得腰
疼；一次是她不愿提及的秘密———
她其实是个养女，所以无论多难，
也不愿再把自己的孩子送人，要想
尽一切办法把孩子养大成人。

许庆还透露，他老公在边防
执勤，由于压力太大，有时候夜里
睡不着觉。“孩子刚出生不久，医
院给老二、老四下了病危通知，让
转院到北京，当时家里实在拿不出
钱，老公就和我商量在临清救治，
没有转院，当时他压力很大。”

为了帮助这一家人，张秀云曾
陪当地电视台记者去采访过，想让
更多人知道四胞胎一家的情况，
希望好心人能帮他们一把。

好心女士

多次帮助四胞胎

我是临清市大辛庄街道
办东周店村村民许庆，丈夫是
新疆边防一名战士。在2013年
10月得知自己怀孕的喜悦之
时，烦恼也随之而来——— 在三
个月孕检时得知，我怀的是四
胞胎！

这个检查结果让我们一
家人目瞪口呆，还没出B超室
我的眼泪便不自觉地流出来。
家里只有几亩薄田，加上打点
零工，怎么养活这四个孩子
啊？

在怀孕7个半月时羊水破
了，5月7日夜里，四个孩子相
继出生，在手术台上我流下了
幸福的眼泪：我做妈妈了，而
且是四个孩子的妈妈！

然而，早产儿各器官都还
没发育完全，直接进了温箱，
一晚上打了八支促肺成熟的
针就接近1万元。在温箱的一
个月，每天的花费都在1万元
以上，这对我们家来说，无疑
是个天文数字！

后来我才知道，医院曾给
两个孩子下过病危通知书。但
是不管怎样，我们都要尽最大
努力去救治孩子。真是幸运，
四个孩子都健健康康活了下
来，而且是“双龙双凤”。

孩子在温箱的日子是最
艰辛的时候，我刚出院一直低
热不退，丈夫从部队请假回来
照顾，家里、医院两头跑，一边
担心孩子的病情，一边还要到
处去借钱。每天晚上，我们都
把从亲戚、战友、同学那里借
来的钱数和日期写在一个专
门的本子上，但第二天这些钱

就交给了医院。几天时间就借
了15万元。

每天睡前我们都要看一
遍账本，老公总会安慰我说，
我们还年轻，都出去赚钱，几
年就能还清，愁什么，任何困
难都会克服的。有一天夜里，
老公因小事和我吵了起来，我
知道他压力太大了。后来，我
们抱在一起都哭了。

一个月后，孩子们都很争
气，回家来了。但是大夫说早
产儿缺血、缺氧，需要每个月
去医院输营养液，十天一个疗
程，需要六个疗程。每个疗程
的费用又是1万多元啊！

能借到钱的亲朋好友都
借遍了，实在没钱再去给孩子
做康复训练了。有人需要用钱
了，我们就借东家还西家，实
在没有办法了。

现在孩子快六个月了，一
直都是爷爷、奶奶和我三个人
照看。我9岁那年就失去了母
亲，一直跟奶奶过，娘家没人
帮看孩子，也拿不出钱来接济
我们。看着孩子哭，满心想去
抱，手却不够用，真的很心疼。
我从小就缺少母爱，我想让我
的孩子得到更多的母爱，可惜
我没做到。

本来农闲时，公公能出去
打零工挣些钱，现在也出不去
了。每天三个人围着孩子转，
连顿热乎饭都吃不上。一般都
是吃点咸菜下饭，吃些自家院
子种的蔬菜，有了孩子后，就
没敢吃过肉。别人送的鸡蛋，
舍不得吃，有亲戚来时改善生
活。

大人能凑合，小孩凑合
不得。每月光喝奶粉就得花
3 0 0 0多元。四个孩子要感冒
都感冒，要拉肚子都拉肚子，
药基本没断过，大人宁可少
吃一顿饭，也得给孩子买药
呀！

天凉了，孩子们都还没有
鞋子呢，看着集市上漂亮的小
鞋子，很想买，但每双都不少
于10块钱。只好安慰自己，孩
子脚长得快，没必要买的就不
买吧。

虽然日子有些艰辛，但是
看到四个孩子都健健康康的，
什么困难也就不叫困难了。我
相信困难只是暂时的，等孩子
大了，就能抽出人去挣钱了，
日子很快就会好起来。

在我们家有困难时，很
多素不相识的好心人给予我
们无私的帮助，再次表示感

谢。尤其要感谢长期以来帮
助我们的张秀云阿姨，说谢
谢太轻了，我会以您为榜样，
等有能力了去帮助需要帮助
的人。最后，希望社会上的好
心人能帮助我们一家度过难
关。

(注：这封信是四胞胎妈
妈许庆手写的，他们家徒四
壁，更没有电脑。 本报记者

王传胜 整理)

说到伤心处，许庆泪流满面。 本报记者 王传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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