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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青年报 解敬阳

本报讯 冬季闭藏、万物休
整。随着寒冬的来临，滋补养
生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近日，第九届阿胶滋补节在山
东聊城拉开帷幕，一场旨在传
承中医药文化、恪守非物质文
化遗产工艺、引领大众“滋补新
食尚”的阿胶滋补盛会再一次
走进人们的视线。

弘扬传统养生文化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冬藏”

的养生之道，尤以冬至为“进
补”的关键节点。冬至阴气盛
极而衰，阳气开始萌芽，此时滋
补养藏，对补阳益阴、固本培元
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阿胶是众所周知的滋补上
品，被历代中医药专著、《药典》
收载，是传承3000年的名贵滋
补品，中国很多南方地区有冬
至食胶养生的风俗。

在阿胶滋补节上，一场百
年档案剧带领大家翻开阿胶近
一百年的荣耀沉浮，杨贵妃“暗
服阿胶”美容固颜，曾国藩、朱
熹用阿胶孝母被传为佳话，
1915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

“不起眼的中国土特产”阿胶以
神奇的补血功效惊艳世界，一
举拿下国际金奖，扬眉吐气
……一块小小的阿胶，是怎么
承载了千年的中医药精髓？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东阿阿胶
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东阿
阿胶总裁秦玉峰现身说法，介
绍了阿胶的历史、传承制度和

现代技术等，并向众人展示了
阿胶中的极品“九朝贡胶”。

午夜子时，人们又相聚于
古老的贡胶工坊，举办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东阿阿胶九朝贡
胶开炼告祭礼”，“启井封”“迎
神”“献礼”“望撩”“汲水”……
在重温古老而庄重的仪式中，
体会阿胶文化的延长和传承传
统的温度。

不断精益求精、只为原汁
原味，任何一种文化的复兴都
不是偶然。东阿阿胶在传承技
艺的同时，还将沉淀千年的阿
胶滋补文化发扬光大，不断搜
集、挖掘和梳理3200多个阿胶
名方、200多个膏方、200多个食
疗方法，充分释放阿胶滋补养
生高价值，形成了“厚道、地道、
传承、创新”的核心价值观。此
外，随着从产品营销深化到文

化营销，阿胶及其滋补文化得
以搭载现代品牌的形式，获得
越来越多人的认同，让中华传
统养生文化宝藏薪火相传。

浓缩中药滋补精髓
事实上，在中国苏浙沪和

珠三角等南方地区，人们至今
一直延续着用阿胶滋补养生的
习惯，通过膏方、熬胶和煲汤等
方式进食阿胶。传承了千年的
阿胶，浓缩了中药滋补养生文
化的精髓，必将成为中华民族
千年健康养生理念的重要载
体，随着阿胶的现代化发展，其
将更好地指导着人们养生保
健、治未病，使中医药学滋补养
生文化与健康维护的实践有机
结合，未来必将在服务人类健
康中逐渐被中华民族乃至世界
人民所钟爱和铭记。

青年报 解敬阳

本报讯 值此中国西班牙
商会成立15周年之际，新近当
选的全国青联委员、中国西班牙
商会执行总监任美霏接受了采
访。高挑身材，长相清秀的任美
霏在她的办公室里给我们描绘
并勾勒着她心目中中国与西班
牙全方位交流的蓝图，袒露了作
为全国青联委员主动践行服务、
引领、担当的心路历程。

据任美霏介绍，中国西班牙
商会于2000年在华正式成立，致
力于推动中西两国政府和各界
经济的合作来往，积极促进驻华

西班牙企业间的沟通以及中西
两国政府间有建设性意义的交
流对话。“去年西班牙首相马里
亚诺·拉霍伊访华期间，商会参
与组织会员企业和首相的见面
交流活动。目前，商会已成为西
班牙政要高层来华访问重要的
接待单位，比如商会承办的西班
牙众议院议长莫莱诺的早餐会，
西班牙工业部部长索利亚的企
业家座谈会等。经过15年的发
展和努力，中国西班牙商会已经
成为两国企业和政府双向交流
的有效平台。任美霏和她的商
会团队还致力于推广西班牙美
食文化和生活理念，已连续成功

在上海举办了三年‘西班牙美食
周’。”

在努力做好商会工作的基
础上，作为全国青联委员，任美
霏更多思考的是如何利用自己
本职工作的优势和资源为广大
青年做好服务工作，真正起到
引领、担当的青联委员的使命。

采访最后，任美霏说：“我见
证了中西两国近十年来的蓬勃
发展，相信中国西班牙商会的下
一个十五年会更好！我定会牢
记使命，希望通过国际多元化的
平台和渠道，为推动中西经贸文
化交流与合作以及社会的发展
与进步再尽绵薄之力。”

全国青联委员、中国西班牙商会执行总监任美霏一席谈

“在工作中努力践行服务、引领、担当”

1、阿胶磨粉冲服
（1）将 阿 胶 粉 碎 成 细 粉

状，每次取 3 克置于牛奶杯中，

取 200 毫升热牛奶，边加入边

搅拌，使阿胶粉充分溶于牛奶

中，温服，口感香甜绵软，回味

悠久。

（2）也可取一些奶粉，与阿

胶共同放入杯中，再用热水，80

摄氏度左右，冲兑搅拌。可根

据口味，加入适量的冰糖或白

糖。补血润肺，补充铁、钙等多

种营养成分，口味纯正，可强身

健体，老少皆宜。

2、阿胶糖液的制作方法
取阿胶碎块6-10克，砸碎，

放入碗中，加入开水至多半碗。

阿胶是较难溶化的，必须用筷子

反复搅拌直到溶化开为止，再加

入白砂糖（冰糖或红糖也可）或蜂

蜜。搅拌均匀即可服用。

3、阿胶蜜枣

阿胶最好搭配的就是红枣

了，阿胶金丝枣是即美味又养

血健脾，可治疗失眠。做法就

是在锅中煮上 10 枚大枣，煮熟

后，加入捣碎的阿胶6g，等阿胶

都溶化开了，在加些红糖调味。

以上是阿胶的食用方法，

供大家参考，但是对于阿胶，一

定要辨别体质食用，而且不易

过量，否则会影响消化功能，伤

害肠胃。

如何食用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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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 月 19 日，风和
日丽，在上海浅水湾文化艺术中
心，《阿彦和他的朋友们》爱心团
队携手上海市儿童福利院和上
海市第二社会福利院，举办了
第五张爱心唱片“七彩阳光之
联谊篇”的唱片首发会，这一张
唱片，意义非凡，凝聚了福利院
受助孩子们、志愿者代表和专
业音乐人共同心血，是爱与温
暖共舞的旋律。

本次首发会活动共有三个
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由福利院
孩子们以及志愿者代表登台献
演，他们生动演绎了第五张唱片
录制的美妙音乐，载歌载舞，赏
心悦目；第二部分《阿彦和他的
朋友们》爱心团队，向今年给予
团队各项支持的近五十个爱心
单位及个人颁发感谢奖牌，以此
表彰所有爱心单位，爱心组织及
来宾多年来的关怀与帮助。第
三部分，由本地民谣音乐人和知
名歌手担任嘉宾演出，不仅以杰
出的艺术造诣为来宾助兴，而且
也为热爱艺术的福利院孩子们
提供现场交流机会。

爱是桥梁，连接心与心的两
岸，爱是双翼，用心就能飞翔！
《阿彦和他的朋友们》成立6年
来，曾得到各界人士的支持和鼓
励。今年8月，旺波财富向《阿

彦和他的朋友们》爱心团队提供
了巨额资助，为团队的年度计划
增添了丰富内容；上海浅水湾文
化艺术中心去年就曾无偿支持
首发会，目前又确认至少在今
年起的五年时间内为首发会保
驾护航；橙果摄影、美国肉品贸
易商俱乐部茉莉花慈善基金、
马士基（中国）航运有限公司华
东区等众多爱心合作伙伴也是
齐心协力为福利院孩子们做出
的贡献。

生命中的任何感动，都是岁
月的馈赠。他们以赤子之情投
入公益活动，内心的丰盈成了他
们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他们以
仁爱之心善待了他人，他人回报
给他们的，是最真实的温暖。

阿彦爱心团队再推爱心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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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以“马油面
霜”风靡亚洲的韩国化妆品品牌
Claire’s Korea，在上海举办一
场名为“Claire’s Korea李光洙
限定版（Limited Edition）中国
发布会with唯品会”的单品发
布会——一款“格丽松”马油面
霜和一款雀斑克星“九朵云”祛
斑霜。

现场还宣布，将会有100位
来自中国的粉丝，赴韩国参加4
天3夜的美丽之旅。除了探访
明洞、仁寺洞和南山塔等韩国标
志性景点，还模拟韩国超人气综

艺节目“Running Man”的游戏方
式，让大家在韩国体验最原汁原
味的综艺乐趣

据介绍，“格丽松”马油面
霜，富含原产德国的优质马油。
5道工序精致酝酿出的马油，内
含不饱和脂肪酸与神经酰胺3，
使肌肤纹理间可以充分渗透营
养，又强力锁水，长达72小时的
肌肤保湿力，时刻维持肌肤润泽
状态。

另一款“九朵云”祛斑护理面
霜，则包含九种清新亮白的花提
取物，在提高肌肤保湿能力的同
时，有效的减少黑色素，改善雀
斑、斑痕，进一步提升肌肤亮白。

马油鼻祖Claire’s Korea上市

幼儿园小朋友在表演养生新三字经。

青年报 王娟

本报讯 近日，希尔顿全球
在 卓 越 职 场 研 究 所 发 布 的
2015 年“大中华区最佳职场”
评选榜单中名列最佳公司榜
首。据了解，卓越职场研究所
是全球首屈一指的职场文化
与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
2015 年“最佳职场”评选结果
依据 20 万名员工民意测验调
查所得。来自中国内地和港
台地区总共 112 家跨国企业

参加了该次评选。
本项评选不但考查公司职

场环境，关注员工的职场体验而
且调研了他们对公司政策和管
理流程的感受。

员工需要回答由58个问题
组成的Trust Index问卷，同时
参选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及高
管 团 队 还 需 要 提 交 Culture
Audit文化审计问卷，用以详述
人力资源政策和实践案例。基
于真实调查结果，希尔顿全球获
此殊荣。

2015年“最佳职场”评选出炉

随着寒冬来临，如何养生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一场盛会掀起阿胶滋补新“食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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