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哺乳动物用乳汁喂养自己的后代，但母乳可不只是单纯的营养
源，它还能帮助年幼的动物应对未来的挑战。最新研究显示，鼠妈妈
可以通过改变母乳中的细胞因子水平，来促进其后代的记忆力。科
学家发现，如果雌性小鼠缺乏一种TNF蛋白，它们乳汁中的细胞因
子水平就比较低，如果幼鼠食用这种缺乏细胞因子的乳汁，就会长
出更大的海马体(海马体是大脑中涉及空间记忆的部分)。结果使这
些幼鼠能够更好地完成迷宫，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小鼠成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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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可编程后代的记忆力

国医大师揭秘：

秋秋冬冬进进补补，，为为何何东东阿阿阿阿胶胶不不可可替替代代？？
“预约超快”豆浆机

引领体验升级

山山东东人人最最喜喜爱爱的的健健康康菜菜谱谱评评选选

九 阳“ 土 豪 金 ”智 能 预 约
D618SG系列和“白富美”0等待超快
豆浆机D619SG系列是豆浆机行业
围绕用户体验做出的革新代表作。

“土豪金”智能预约豆浆机能够实现
4-12小时的长时间预约，提前将豆
料放置在豆料盒中就能轻轻松松在
第二天享受豆浆了。使用者能够随
意控制预约时间，并做到精确控温，
让自制豆浆完成起床即饮的华丽变
身。“白富美”的最突出特点则在于
15分钟超快制浆，这比以往九阳豆
浆机产品进一步节省了一半的时
间。

不断进化的极致体验迅速被网
购消费者接受，证明九阳对豆浆机
技术革新升级符合了消费者的诉
求，同时也再次验证了九阳在健康
厨电技术先导和行业引领方面的绝
对优势。

1994年，九阳的创始团队研制
出世界上第一台豆浆机，从那之后，
豆浆机又经过了14次技术革命，才
诞生了引爆双十一完美体验的智能
预约豆浆机和超快豆浆机。在多次
的技术创新中，九阳其实一直都在
坚持解决两个核心技术——— 制浆和
熬煮。在什么样的温度下制浆最营
养最健康？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熬煮
才能释放最多便于人体吸收的大豆
营养？

创新的超微原磨技术，能够
把大豆集中在更狭小的空间去进
行研磨，最大限度缩短等待豆浆
制成的时间，同时让口感更加丝
滑；由于体积相同的东西，立体接
触的面积比平面大很多，因此独
特的环绕立体加热，就能够使大
豆的营养物质得到充分乳化，换
句话说更有利于人体的吸收，而
且残渣变少后也会让清洗过程更
加简便；智能营养芯则负责把制
浆的温度控制在大豆营养释放的
黄金温度，最大限度保留下豆浆
的营养物质。

在确保健康、营养、便捷的各
项指标的前提下，每一次微小的
体验升级背后都是极尽变革的领
先技术和创新思维。九阳一直以
来都在扮演着豆浆机行业开拓者
的角色，是公认的行业标杆，这次
双十一抛出的两个四两拨千斤的
体验创新，或许正在传递整个行
业的变革动向。

推荐菜谱 香辣鲤鱼
主 料 ：活 鲤 鱼 1 条 ( 约

1000克 )。配料：干辣椒丝 10

克。调料：味达美酱油 10克、
醋 3 0 克、白糖 5 克、料酒 1 0

克、盐 3克、味精 3克、香油 5

克、白芝麻5克、花椒5克、葱
姜片共10克。

制作方法：
1、将鱼宰杀，在鱼身上

打花刀，洒盐、料酒拌匀，再
在鱼身上面放葱、姜片，上笼
用旺火蒸十分钟，将鱼取出，
挑去葱姜、把鱼整齐地放入
盘内。2、锅内放香油，下入花
椒，干辣椒丝、芝麻，炒出香
味时，烹入料酒、味达美，放

陈醋、白糖、味精做成香辣
汁，浇在蒸好的鱼上即成。

点评：此菜风味独特，鱼
肉鲜、香、滑、嫩，口味酸、辣、
咸、甜，很适应家庭制作。
推荐菜谱 水滑肉

一、主料：猪里脊350克。
二、配料：水发木耳5克、油菜
心10克、鸡蛋饼50克。三、调
料：盐3克、味精2克、香油2克、
葱姜蒜末共30克

制作方法：
1、将猪里脊肉切成长五

厘米、一厘米厚的长条，鸡蛋
加工成鸡蛋饼，切成菱形，油
菜心洗干净。2、将切好的猪
里脊肉放入盛器内，加入1克

盐、鸡蛋清、水淀粉拌匀上好
浆备用。3、锅中放入水，烧至
七成热，放入上浆的肉条，用
中小火氽透后捞入清水盆
中。4、将锅中再放入汤，放入
氽过的肉条，木耳、菜心、蛋
饼、盐、胡椒粉煨三分钟，再
放入香油即成。

点评：此菜色泽美观，
肉条滑嫩，营养搭配比较合
理。

请将您最喜爱的三道菜
品名称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
式发送邮件到 sdsalthea lth@
163 .com参与投票。我们将从
中抽取出十名幸运读者，赠
送精美礼品。

香辣鲤鱼

水滑肉

2013年 11月，十八届三
中全会召开期间，东阿阿胶
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典型代
表亮相人民大会堂，受到了文
化部部长蔡武、中医药管理局
局长王国强等众多领导赞誉。
在2013中华儿女孝心行动上，
中国中医药报社长赞誉东阿
阿胶品牌为“国宝级山东特
产”，可谓实至名归。

而最近由《中国中医药
报》发起的有关秋冬进补的
科普调查报告显示，在不同
品牌的阿胶中，11位参与调
查的国医大师，100%选择了
东阿阿胶作为进补推荐。

东阿阿胶品牌一跃而出
的背后，揭开了这样一个秘
密：阿胶品牌的滋补效果并
非像有的人所说那样都差不
多，而是差很多，甚至是天壤
之别。国医大师的一致选择
也表明，东阿阿胶具备其它
品牌阿胶不具备的滋补效
果。进补，东阿阿胶不可替
代。

一方水土出一方药，

“道地品质”造阿胶传奇

前不久，在 2013中华儿
女孝心行动的启动仪式上，
有一位老人相当受关注，那
就是跟随孝子陈录雪已经游
遍了大半个中国的百岁母亲
余中秀。尽管已是百岁高龄，
但老人仍然看起来精神矍
铄，身体硬朗，行走间丝毫不
显老态。她有什么特别的养
生秘诀吗？

原来，老人从 2012年开
始，坚持每天服用东阿阿胶。
一年多时间，身体状况就有
了很大改善。老人满头白发
中居然有部分开始转黑，腿
脚也灵便了许多，出现了返
老还童迹象。据其儿子陈录
雪介绍，不久前，余中秀老人
还亲自爬上了黄山，让沿途
旅客惊异不已。

为什么东阿阿胶具备其
它阿胶品牌不具备的滋补功
效呢？如果做个类比，就像不
同厂家出的药品，即便同一
成分，但其治疗效果会截然

不同。进口的特效药与一般
的普通药，由于提纯不同，其
疗效有天壤之别一样。不同
品牌的阿胶，即便是同一个
地方生产的，但各厂家对技
艺与品质管理要求不一样，
其滋补效果肯定不一样。

东阿阿胶的独特功效，
就隐藏在东阿阿胶品牌的

“道地品质”四个字中。中药
讲究道地，也即对一些药材
的产地有了约定俗成的看
法，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

“一方水土出一方药”，有的
药只有产自某个地方的才具
备特有的功效，好比长白山
的人参、青藏的虫草，都是其
它产区的人参和虫草无法相
比的。阿胶只有产自东阿才
是道地的，只有道地的阿胶
才具备特有的功效。

早在《本草纲目》中就有
记载：“弘景曰：‘出东阿，故
名阿胶’”。沈括《梦溪笔谈》
说：“阿井水，性趋下，清且
重。取井水煮胶，谓之阿胶”。
也就是没有阿井水，炼制不
出阿胶，就像离开茅台镇造
不出茅台酒。山东东阿阿胶
股份有限公司是目前阿胶行
业第一个被国家授予的“道
地药材保护与规范化生产示
范基地”。

其次就是品质。同是东
阿产的阿胶，不同厂家生产
的，由于品质不同，其效果也
有天壤之别。东阿阿胶品牌
是全国阿胶厂家中唯一 3次
荣膺国家金质奖、唯一荣获
传统药“长城”国际金奖和

“全国用户满意产品”称号的
品牌。为了确保产品的高品
质，东阿阿胶在国内建立了
21个养驴示范基地，建立原
料收购网络，对原料进厂到
投料全过程监控，实现了产

品质量全过程可追溯。同时，
制订了严于国家标准的二十
几项阿胶质量内控标准，参
与了阿胶等十余个中药产品
国家药品质量标准的起草和
修订。在下游终端服务网络
环节，东阿阿胶正在实施从
健康产品提供者向健康服务
提供者转型。

正因为东阿阿胶品牌几
十年如一日对道地品质的坚
守，让其具备了其它品牌阿
胶不具备的滋补效果，赢得
了国医大师们的信赖，成为
他们一致的选择。

对话国医大师：

阿胶选不准，吃了也无效

秋冬到底该如何进补才
最有效？记者就这方面问题
请教了国医大师张学文、张
灿岬。

问：现在又到了秋冬滋
补的时候，秋冬滋补应该注
意什么？

张学文：从中医传统来
讲，进补注重食补，有些药物
既是药物，也是食品。比如阿
胶，从古至今，许多人都将它
当成食品来对待，经常熬胶
来吃，既补养了身体，也延长
了寿命。虽然没有办法对照，
吃阿胶活多少岁，不吃阿胶
活多少岁。但是至少从整体
上来看，经常吃阿胶的人面
色、体力、智力都有较大改
善。我17岁开始跟父亲学医，
那时候，我父亲就爱用阿胶
(治病养生)。

现在滋补品虽然很多，
但像阿胶这样有两三千年历
史的滋补圣品，还是很少。我
觉得正确评价阿胶，它是一
个肺肾双补的药，能治肺，能

益肾，同时常服阿胶还能补
脑。

问：阿胶常被用于收膏，
甚至是滋补君药。阿胶品牌
很多，中医药对道地要求很
高，选用道地阿胶对于膏方
的功效与意义是？

张学文：这点非常重要，
中医一直强调用药的时候要
用道地药材。我对道地药材
的体会是，中药药材药性与
气候、水质，以及其他自然条
件都有关系。比如说，河南四
大怀药--四大怀药是指古怀
庆府(今河南省焦作市境内)

所产的山药、牛膝、地黄、菊
花等四大中药，怀庆府所产
的比其他地方都要好。我老
家陕西汉中也出山药，但与
人家怀山药效果大不一样。
我们那山药现在卖十几块钱
一斤，怀山药看起来很细很
小很不入眼，但人家就卖五
十多块钱一斤，人家治病很
好嘛。所以，中医药材特别讲
究道地！

因此说，阿胶品牌虽然
很多，但真正的阿胶是用阿
井水熬的，那才叫正品。我也
去过不少国家，人家要用阿
胶，必须指定比较贵的，东阿
阿胶。

问：因为很多书上特别
指出阿胶与驴皮胶，想了解
阿胶和驴皮胶的差别是？

张灿岬：中医讲究地道
药材，每种生物，它需要有这
个气候环境、地理环境来培
育它，它才出这个性味，有这
个作用，所以人参真的是种
在长白山上，哪儿的山种都
不行。现在说西洋参到处都
种，尽假货，那真是假药。只
有在北美洲，美国和加拿大，
那才是真正的花旗参。我们
在中国种的花旗参根本没有
那么大作用，全假的。所以现
在市场上卖的成品西洋参，
我根本就不信它。

东阿阿胶遵循了古代讲
究的地道药材，阿胶就是出
在东阿，就是这个原理。所以
应该说是地道药材，就是东
阿出的胶，所以叫阿胶嘛，这
是最地道的药材了，这没有
什么争议的。


	B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