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寒冬“感恩”家宴
又是一年寒冬时，回家和爸爸妈

妈一起吃顿团圆饭，吃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和亲人在一起，谈天说地、
简单快乐、其乐融融。但是如果把一
起的美好时光都浪费在厨房里可就
有点遗憾了，让这些繁琐又费时的工
作都交给九阳健康饮食电器吧，让如
贴心管家的九阳健康饮食电器料理
你的家宴，随便想吃什么即刻实现。
无论是鲜香滋养鲫鱼汤、暖心暖胃养
生粥还是热气腾腾的饺子，都让人无
比满足，没有什么比家更舒心的了。
家里的美味料理也让压力中的白领
精英们倍感欣慰，什么是快乐，九阳
健康饮食电器带给你的就是一份纯
真的幸福与快乐。

◆ 九阳健康食单 ◆

九阳健康饮食电器：
营养王豆浆机
用时：10 分钟
食材：阳光豆坊丽
妍豆浆原料(黄豆、
薏苡仁、黑米)

做法：将所有
食材洗净放入杯
体中，加水至上下
水位刻度线之间，插上电源，指示灯
全亮时按“五谷豆浆”功能键，轻松制
成健康好味滋补豆浆。

Tips：

薏苡仁富含薏仁油、VB1、VB2
等，滋润肌肤、淡化色斑，搭配黑龙
江优质蛋白大豆，再以滋阴补肾之
黑贡米调和口感，用九阳营养王超
微精磨器+智能温控+文火熬煮，豆
子无须泡也可以磨得细腻，营养也
能充分释放，味道香浓可口。

九阳健康饮食电器：
智能电压力煲
用时：30 分钟
食材：三黄鸡 1 只、香菇 20 克
配料：葱段 5 克、姜 2 片、黄酒 10 克、
盐少许、纯净水适量

做法：1.三黄鸡洗净，焯水捞出，香
菇静静泡透备用。2.将三黄鸡放入内锅中，
加入香菇、姜片、葱段、黄酒，倒入纯净水，按要求选择“鸡肉”键。3.检查
阀门确认密封，约半小时等待自动放气，撒入少许盐调味即可。

Tips：

鸡肉本身蛋白质含量颇多，属于高蛋白低脂肪的营养
美食，用九阳智能电压力煲做出的鸡肉，营养得以最完整的
保存，肉质鲜嫩不柴，滋味鲜美，由于本身鲜香的味道故可清
淡烹饪。九阳智能调压压力煲，随时调控压力，注重食物是具
有天然的个性和区别的这一特点，按照食材具备独特的美味
需要不同的温度、压力和时间才能烹制多种美食的特点，
倡导的“不同食物、不同压力”，随时调控压力，值得推荐。

九阳健康饮食馆

薏苡仁黑米豆浆

九阳健康饮食电器：
营养王豆浆机
用时：20 分钟
食材：阳光豆坊五谷食尚豆浆原料 1 袋
(大米、小米、麦仁、玉米碴)、南瓜 10 克、
莲子 5 粒

做法：将阳光豆坊五谷食尚豆浆原
料、南瓜切丁、莲子洗净一同放入杯体
中，加水至上下水位刻度线之间，插上电
源，指示灯全亮时按“米糊”功能键，轻松
制成健康养生米糊。

Tips：

用九阳营养王超微精磨器+智能温
控+文火熬煮，豆子、大米等原料无须
泡也可以磨得细腻，营养也能充分释
放，味道香浓可口；超微精磨器加超微
精磨刀组合的超微精磨系统，形成比
五谷精磨器更小的聚流空间；四叶刀

比 两 叶 刀
增 加 了 更
多 与 食 材
接 触 的 机
会；同时优
质 电 机 动
力强劲，使
聚 流 效 果
更加好，食
材 被 牢 牢
抓住，也使
超 微 精 磨
刀 旋 转 速
度更快，研磨频率更高；仅需 6 次，食
材就被研磨得无比细腻。食物细腻，一
是提高了食材出浆和营养析出，二是
更容易被消化，营养也更好吸收。用九
阳营养王做出的米糊润滑、养生又香
浓，入口香气回味无穷。

南瓜莲子米糊

香菇三黄鸡

九阳健康饮食电器：
智能电压力煲
用时：15 分钟
食材：武昌鱼 1 条
配料：葱丝 5 克、姜丝 2 片、料酒 10
克、盐少许、橄榄油 10 克、蒜末少
许、鲜花椒少许、海鲜酱 1 勺

做法：1.鱼洗净，滴入料酒、盐腌制
片刻去腥。2.电压力煲中放入纯净水，腌好的鱼、葱段、姜片，按要求
选择“鱼”健。3.检查阀门确认密封，约半小时等待自动放气，捞出鱼
放入盘中，铺上葱丝、姜丝。4.另起锅中放入橄榄油烧热，煸炒蒜末
出香味，小炒海鲜酱片刻，即刻浇在3上，最后摆上鲜花椒即可。

Tips：

用九阳智能电压力煲不但可以令米饭粒粒香浓，做出
的鱼肉，还能最大程度的保持鱼肉的结实口感，鱼汤鲜香
无比。不用耗费长时间煲煮同样鲜香无比，而且充分提高
烹饪的效率，操作简便，耗时短，作为家常菜式无论是营
养、口感和方便程度非常适合。

九阳客服热线电话：4006186999

鲜花椒油泼鱼

六乃喜新产品日前温情上
市，给这个冬天不一样的温暖感
觉。

罐罐羊杂 三汆两炖 滋味极致

六乃喜的“罐罐清汤羊杂”堪
称一绝，所选用的羊杂要经过“三
汆两炖”的工艺，先要将羊杂三
次汆水，处理到干净无腥膻味，
然后置于精心调制的清汤中小火
两次炖制。只见这“羊杂汤”汤
清见底，翠绿的香菜，滑爽的粉
丝，劲道的羊肚、羊脸、羊肝口
感恰到好处，品一口滋味醇厚。
在这严寒的冬日来上一罐清汤羊
杂，暖心暖手又让您体会到酣畅
淋漓的美食享受。

两地拌面 精心制作 真正妙食

六乃喜的推出的“拌面系列”
是本季菜品的一大靓点，有上海

“葱油拌面”和福州“酱汁拌面”共
六款。一份上乘的“葱油拌面”其
灵魂所在就是“葱油”。一份恰到
好处的葱油加入精心调制的调味
汁，面条则采用鲜面条现场煮制
以保证绝佳口感。拌面端上来，香
气扑鼻，碧绿青菜加上精心酱制
的带皮前肘肉，配以精选的金钩

海米，与众不同的口味会令您大
快朵颐！“福州酱汁拌面”的酱汁
也是流传百年的绝品，入口香气
浓郁，回味无穷。各种拌面佐以不
同的主料：牛肉、卤肉、虾仁可以
满足您不同的选择。“台湾私房蒸
肉”口感俱佳营养丰富，“虾油小
黄瓜”爽脆可口，每一款新品都会
给您带来崭新的美食感受。

博采众长 百菜百味 样样经典

在六乃喜您可以品尝到全国
各地的各种名吃。“苏式汤面”源
自苏州这座美轮美奂的园林小
城，传承百年；“熏肉卷饼”来自北
方冰城哈尔滨；“黑椒牛柳炒莜
面”，用来自西北高原的燕麦制
成；“粤式猪肉煎包”体现的是岭
南风情的不同滋味……在六乃喜
您还可以领略来自欧美、日韩风
味的异域美食。“法式新派寿司”
会带给你视觉与味觉的快乐享
受；“意式薄饼比萨”得以意大利
技师的亲自授艺……六乃喜作为
休闲快餐的典范，追求的是菜品
美妙滋味和就餐环境的艺术气
质，置身其中您体会到会是心灵
与朵颐的同时享受，“用心灵感受
滋味”是六乃喜一直追求的美食
境界！

俗话说“春茶苦，夏茶涩，要好喝，
秋白露(秋茶)”。秋茶当中，铁观音当属
代表。时下正是秋茶上市季节，记者从
天宇茶叶平价超市各连锁店了解到，
现在各种等级的秋茶铁观音已开始在
平价超市里全面上市，不少消费者闻
香而动，专门来到天宇茶叶，追寻品茗
秋茶铁观音那清幽细长的香气。

“铁观音秋茶就好比绿茶中的春
茶，口感和品质都是最佳的，是一年
中最好的茶叶。”天宇茶叶平价超市
负责人介绍，尤其今年的铁观音秋茶
品质更要胜过春茶，再加上今年春
天，铁观音春茶受天气影响品质较
差，所以大家都对秋茶寄予厚望。

秋茶观音在大多数爱茶者心目
中颇受青睐。春茶和秋茶是铁观音一
年中最重要的两季茶，俗称“春水秋
香”，春茶味浓，秋茶香飘。在不少好
茶者看来，秋茶是一年中最好的，香
高韵长，滋味鲜美。

据了解，由于气候原因，今年春茶
的产量和质量都受到影响，有些茶农
甚至放弃采摘，所幸秋茶整体质量不
错，为弥补春茶的损失，茶农提出的收
购价便略有加码，同时，今年采茶工、制
茶工的工资也有所提高。因此，今年秋
茶观音价格有所上涨。但是，对于天宇
茶叶平价超市的顾客来说，涨价是无
需担心的，不但不会涨价，而且还将逆
势搞一些活动，因为天宇一直坚持“天
天平价”的营销策略，致力于“让老百姓
都能喝到高档茶”的营销理念。

“走，到天宇茶叶去品秋茶观音
去，”这句话已成为很多消费者的口
头语。作为山东茶叶零售市场的领跑
者，天宇茶叶平价超市的品牌已深入
山东消费者的心里。一位行业人士分
析，“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选择
茶品的时候，更关注于自己所购买产
品的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的信赖与
支持。而天宇茶叶平价超市，作为一

个新锐品牌，之所以能够收到消费者
的青睐，靠的就是品牌的力量。山东
的茶行业也需要打造出一个领袖品
牌，来引领山东茶行业更好的发展。”

天宇茶叶平价超市，正是在掌舵
人的引领下，信守“诚信为本”的百年
传统，以弘扬国饮，传承文明，以文兴
商，健康大众为始终坚持的经营理
念，用品质传承茶文化，用品牌力量
打造中国茶文化经典，用执着和坚韧
创造出了中国茶业的领袖品牌。
解放桥店：解放路中心医院往东 200
米路北电话：86980778
洪家楼店：洪楼广场西苏宁电器北邻
电话：80686578
经七路店：经七路房金大厦斜对面，
小海仙东邻电话：87061018
甸柳庄店：解放路市公交总公司对面
电话：88952996
英雄山店：英雄山路四季花园，警官
总医院对面电话：82705059

用心灵感受滋味

六乃喜冬季新品温情上市

秋茶观音飘香省城

天宇茶叶平价超市邀您品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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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消费·食尚

11 月 18 日下午，中粮集团新产
品-中粮美滋滋品牌休闲花生上市
新闻发布会在中粮集团总部-中粮
福临门大厦举行。

此次上市的 11 款花生产品，均
选用产地限定的胶东半岛优质大花
生，实行“全产业链”品质控制，采用
日本及欧洲品质管理标准，同时采

用中粮集团食品研发中心独特配
方，推出了具有全球风味的巴西烤
肉、韩国泡菜、日本芥末等口味丰富
的产品。产品口感香脆、风味充满异
域风情，明显与市场上现有产品形
成了区隔。

在美滋滋花生上市之初，除了
开展常规品牌推广活动外，还将针

对美滋滋花生的核心目标人群，展
开体验营销、数据库营销、旅游营销
等精准营销活动。同时还充分利用
中粮休闲食品事业部品牌网站
(www. imerveille . com . cn)及电子商
务网站(leconte .mall . taobao . com)、
我买网专区(www . womai . com)等
网络资源进行告知与派发。

中粮产业链再添新丁，美滋滋休闲花生隆重面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