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大利亚候伯特研究中心华裔博士生吴海伦利用老鼠实验
发现饮用绿茶可预防糖尿病。研究发现，被喂以不良饮食的实验
老鼠通常会患上早期糖尿病，但同时饮用绿茶的老鼠却无发病。
吴海伦表示，她能够在老鼠身上得出鼓舞性发现全靠测试早期
糖尿病迹象的新科技。她称，若证实可预防人类糖尿病，绿茶可
取代现时引起副作用的抗糖尿病药物。不过研究也指出，至今所
得证据显示绿茶可预防而非根治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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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茶或可预防糖尿病

应对秋燥，

让黏膜休个假

““千千两两茶茶””晋晋升升““万万两两茶茶””惹惹眼眼球球
山东首家白沙溪黑茶体验馆本月落成营业

秋令时节，我们的皮肤也正日
渐紧绷，甚至干燥瘙痒，这是秋燥最
明显的症状。但防秋燥不光是外在，
内在的一些地方也急需应对季节的
变化，比如说你的黏膜。黏膜是指口
腔、鼻腔、肠管、阴道等与外界相通
体腔的湿润衬里。黏膜和皮肤同属
于人体免疫系统的第一道防线。秋
季也是口腔溃疡、眼结膜干燥症等
黏膜症状的多发季节。

汤水+水果，防秋燥简单有效

干燥的空气使得我们体内和体
外两重水分流失，体外的流失常见
的皮肤、嘴唇干燥，而体内的流失则
在于黏膜，后者会引发诸如喉咙疼
痛、鼻子敏感，口腔溃疡等问题。再
深一步，体内的水分蒸发还会导致
大便干结而引发便秘。

首先当然是补水，大量饮入白
开水并不是最好的方法，因为白开
水容易被代谢。在水中加入一些盐
和蜂蜜则可以避免水分流失，而蜂
蜜更是解决秋燥的能手，它富含氨
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可以起到润肺、
养肺的作用。

此外，许多水果都是应对秋燥
的良品。梨、柑橘、石榴、大枣、柿子
等应季水果均有生津止渴、润肺化
痰的功效。

蔓越莓——— 隐秘黏膜的大帮手

还有一些黏膜更加难以护理。
据专业人士统计，大约50%的女性
在30岁前都经历过至少一次的尿路
感染，并且许多女性还会迁延为慢
性疾病或复发症。但出于“难言之
隐”，这块的保养更加少见。

现任北京军区总医院心肺血
管病中心副主任、第二军医大学
教授、康宝莱营养咨询委员会成
员和渝斌教授告诉我们，预防这
些困扰的秘密就在小小的红果
子：蔓越莓身上。

蔓越莓对国人来说是一种比
较陌生的水果，它除了富含维生
素C，还含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化合
物，即浓缩单宁酸。它可使尿液酸
化，使细菌在尿道生长困难。同
时，单宁酸能阻止细菌黏附在膀
胱及尿道管壁黏膜上，可以有效
地降低泌尿系感染的发病率。专
家建议，对于经常反复发生泌尿
系感染的人群，特别是女性人群，
每天饮用 350毫升的蔓越莓果汁，
对于预防泌尿系感染很有帮助。

蔓越莓生长在寒冷的北美湿
地，全球产区不大，仅有不足 4万
英亩。并且，蔓越莓只适合栽种在
高酸性沙土中，须经过 3 - 5 年栽
培，才能长成鲜红的果实。此外，
新鲜蔓越莓果实不易取得与保
存。当然，将蔓越莓制成营养辅助
品不仅能把蔓越莓的健康营养完
整保存下来，还避免了珍贵的蔓
越莓果实的流失。

而康宝莱的蔓越莓蓝莓越橘
胶囊，它浓缩了蔓越莓、蓝莓、越
橘三大天然植物精华，蔓越莓富
含鞣酸，蓝莓和越橘富含原花青
素。这三种水果的组合不但能够
有效抗氧化，保护心血管功能，同
时还能积极保护我们的黏膜，可
谓一举多得。

近日，在第十届中国-东
盟博览会农业展上一支4米高

“万两茶王”吸引了现场众多
中外客商关注。据了解，这支
难得一见的“万两茶王”由黑
茶领军品牌“白沙溪”制作，据
悉，这一奇观即将在山东首家
白沙溪黑茶体验馆上演。

黑茶是我国六大茶类之
一，也是我国特有的一大茶
类。黑茶富含茶多酚、氨基
酸，茶叶经久耐泡，滋味酽而
不苦。黑茶中生出的“金花”，
有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
养胃、健胃、通三焦、利尿、减
肥等方面的功用，更被誉为

“中国丝绸之路上神秘之茶、
西北少数民族生命之茶”。此
外，千两茶的提取物对胃癌
细胞、肝癌细胞的扩散有抑
制作用。在加工过程中还会
产生一种叫普诺尔的成分，
该成分有良好的抑制脂肪堆
积的作用，故日、韩等国将黑
茶当作减肥的首选饮品。

据白沙溪山东营销中心
总经理、济南我爱茶商贸有限
公司董事长唐勤强介绍，安化
生产的千两茶，又称花卷茶，
作为黑茶中最为重要的产品
之一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千
两茶制作工序全部由手工完

成，一般每年只有七、八、九三
个月能生产，产量很少。千两
茶生产工艺对技术要求高，劳
动强度大，全程有23道工序，
经夏秋季节50天左右的日晒
夜露，不能淋雨，在自然条件
催化下，自行发酵、干燥，进入
长期陈放期。2008年6月份，千
两茶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务院
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黑茶宜储存，且有越陈
越香之说，因此黑茶开始引
起海内外茶叶收藏家的青
睐。目前珍藏于全世界的陈
年千两茶屈指可数，大英博

物馆、日本茶叶研究所、中国
茶叶研究所等各有一支，均
为不可再得的珍品。

可喜的是，据悉本月 19

日山东省首家黑茶体验馆开
启营业，届时茶友们可以在
300平米的场馆中参观到珍
稀的老黑茶，并通过以茶会
友、观赏制作工艺、茶艺表演
等方式立体式感受黑茶的神
秘魅力。唐勤强表示：“白沙
溪山东营销中心响应湖南总
部，走体验式营销之路，切实
拉近消费者与品牌、与黑茶
之间的距离，让黑茶在体验
中走进人心。”

专家不提倡小孩子喝茶，
特别是浓茶，不利于孩子的生
长发育。缺铁性贫血者，茶中的
鞣酸会影响人体对铁的吸收，
使贫血加重。神经衰弱及失眠
者，茶中的咖啡因能使人兴奋，
引起基础代谢增高，加重失眠。
胃溃疡患者，咖啡因刺激胃液
分泌，加重病情，影响溃疡愈
合。营养不良的人，因为茶中的
茶多酚可以分解脂肪，对于营
养不良的人来说，是雪上加霜。
另外，便秘者也不适合喝茶，鞣
酸有收敛作用，能减弱肠管蠕
动，加重便秘。心脏病者饮茶过
多，会使心跳加快，有的还可出
现心律不齐。

对于女性，喝茶更应注
意。在经期的妇女不宜喝茶。
因为茶中的咖啡碱会使经期
的基础代谢增高，引发痛经、
经血过多、经期加长的症状。
哺乳期妇女咖啡因会影响乳
汁的分泌，它可以通过乳汁进
入婴儿的体内，使婴儿贫血，
影响孩子的睡眠等。

这这些些人人不不宜宜喝喝茶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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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茶不仅是一个动作，
更代表一种生活方式，深入
人们的精神世界。如今，茶的
体验式营销成为茶行业的重
要发展趋势之一，茶的功能
逐步实现多元化和最大化。
近日，记者走访获悉，茶企们
早已争先走在茶叶的体验式
营销之路上，茶体验馆、茶事
活动、茶园旅游等多种形式
的体验日渐盛行。

茶文化体验馆

渐成规模

记者近日获悉，由白沙
溪山东营销中心主建的黑茶
体验馆将于本月 1 9 日试营
业，这也是山东境内首家黑
茶体验馆。届时茶友们可以
在 300平米的场馆中参观到
珍稀的老黑茶，并通过以茶
会友，观赏制作工艺、茶艺表
演等方式立体式感受黑茶的
神秘魅力。白沙溪山东营销
中心总经理、济南我爱茶商
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唐勤强表

示，白沙溪走体验式营销之
路，切实拉近消费者与黑茶
之间的距离，让黑茶在体验
中走进人心。

记者了解到，目前不少茶
企都建成了自己的茶文化体
验馆。济南三千茶农茶业有限
公司仅在山东就有11家装潢
别致的体验馆，几十家加盟商
也都在店内设有体验区域。当
下，“坐下喝杯茶吧”已取代了
往日的“请问要哪年的什么
茶”，这样的问候着实拉近了
消费者与茶之间的距离。浙江
清连香名茶有限公司则发展
了自有生态茶园1000余亩，在
济宁建成了占地2000多平米
的营业厅，汇集了茶叶、茶具、
红木等茶相关领域，公司计划
建成山东规模最大的茶叶体
验营销中心。

多种体验形式

催热茶文化

据了解，不少茶企通过
现场体验，大大提高了消费

者与茶之间的互动性和参与
度，体验的形式也越来越丰
富多样。

除了体验馆形式，茶园
旅游、摄影大赛、茶友会等体
验形式也十分受欢迎。日前，
2013年方圆有机认证客户质
量管理与控制经验交流会在
日照圣谷山茶场成功举行，
该公司还成功举办了两届

“圣谷山杯”春茶摄影大赛
等，成为茶界体验式营销的
成功典范。

“茶是与文化有深刻关
联的，我们需要为消费
者 营 造 一 种 文 化 氛
围，在茶的体验中
实现中国传统文化
的 回 归 。关 注 细
节，从古筝、古琴营
造 的 古 典 音 乐 氛

围，到每一件茶具的出处，都
应具有传统文化的影子。”济
南三千茶农茶业有限公司营
销总监石磊说。

不少茶企将茶文化作为
体验式营销与行业的契合
点。日照淞晨茶业工贸有限
公司总经理姜涛表示：“茶叶
的体验式营销成为茶行业的
发展趋势，淞晨从产品、品牌
及其蕴含的中国功夫茶道文
化三方入手建立体验营销模
式。”

（王红 吴俊纬）

茶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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