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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初夏时节，人们的新陈代
谢加快，心脑血液供给不足，常使人
烦躁不安，倦怠懒散。夏季保健与
健康的关系极为密切，因此，从初夏
开始，我们应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及
时补充营养物质，采取正确的养生
保健方法，以便更好的度过夏天。

初夏时节注意预防菌痢
细菌性痢疾（简称菌痢）是由痢

疾杆菌引起的最常见的肠道传染病，
除与苍蝇繁殖活动有关外，还与夏季

气候适宜痢疾杆菌繁殖、天热人们喜
欢吃生冷食品引起肠胃功能紊乱有
关。控制菌痢的关键是早发现，早治
疗；其次应搞好环境卫生、饮食卫生
和个人卫生，加强对饮食、水源管理，
消灭苍蝇，不吃生冷蔬菜，不吃不洁
瓜果，不吃腐败变质或不新鲜的食
物，养成饭前便后洗手的习惯。

初夏时节气候干燥，人易上火，所
以口疮患者在这一时节会陡然增多。
发生口疮的诱因除了干燥的气候，焦
虑、紧张、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摄入不足
也很有关系。症状严重的患者，应在医
生的指导下，用局部烧灼、涂抹口疮药
膜和服用维生素B2等方法进行治疗。

养生需注意：多喝水、少喝饮料
据营养专家介绍，初夏天气都比

较干燥，人体每天的进水量应达到
2000—2400毫升。由于早上人体血
液浓度非常高，容易形成血栓，所以
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就应该喝一杯
水。一天水分的补充和保持也是很
重要的，保持体内足够的水分可以清
洗肠道，预防上火。不宜用饮料代替
水，汽水、果汁、可乐等饮料中，含有

较多的糖精及电解质，这些物质会对
胃产生不良刺激，影响消化和食欲。

保证睡眠充足
夏季日长夜短，气温高，人体新

陈代谢旺盛，消耗也大，容易疲劳。
因此，夏季保持充足的睡眠对于促
进身体健康、提高工作、学习效率具
有重要的意义。为了保证充足的睡
眠，首先应做到起居有律；其次应注
意卧室通风、凉爽；第三要保持平静
的心境，力求“心静自然凉”；第四要
有适当的午睡时间，夏季午睡可使
大脑和身体各系统都得到放松，有
利于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也是预防
中暑的有力措施。

少洗冷水澡
随着气温的上升，人们外出归来

往往喜欢冲冷水澡。由于人体在阳
光下吸收了大量的热，冷水澡会使全
身毛孔迅速闭合，热量不能散发而滞
留体内，引起高热，还会因脑部毛细
血管迅速收缩而引起供血不足，头晕
目眩，重则还可引起休克。因此，最
好的办法是让自己出汗，带走身上大
量的热，然后再洗澡。 （曹小伟）

初夏必知的4个安全健康提醒

更高品质带动更快“聚”变
——透视食博会对食品产业的集聚效应

本报记者 闫良生 陈天恩 本报通讯员 崔杰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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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6 日至 18 日，第十二届
中国（漯河）食品博览会在中国食
品名城漯河鸣锣启幕。从中原食
品节到食品博览会，十二载历程见
证了一座城市的食品工业变迁，演
绎了漯河从食品名城向食品强城
的转变，推动了大品牌向大“聚”变
的转化。“品质、品味、品牌”的展会
主题已经告诉我们答案，那就是他
们对品质的执着追求。

求质激活内生动力

组委会展览部负责人表示：
“十年前，我们上门邀请企业参展，
而现在展位在开幕前一个月就被
订购一空。”

“食博效应”究竟有多大实际
效益？盼盼食品集团漯河分公司
副总黄勇说：“12 年来，我们与食
博会共同成长壮大，目前我们的产
值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

同时，借助展会的影响，双汇、
南街村、北徐集团等大型企业已名
扬海外，众益达、三剑客奶业等成
长型企业迅速崛起。其中，去年万

洲国际（原“双汇国际”）成功收购
美国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成为
世界最大的猪肉制品企业，引起世
界轰动。

从首届食品节签约项目总金
额16.42亿元到本届食博会签约总
投资额 326.5 亿元，其根本核心还
是漯河在求质上下工夫。为打造

“食品安全漯河”，漯河持续深化
“质量立市”战略方针，先后与阿里
巴巴集团、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签订
合作协议，双方联合建立中国食品
标准化科研孵化基地、中国(漯河)
食品产业标准化技术联盟、食品检
测中心、认证培训中心，最终建立
高于国家标准的食品特色标准，授
予漯河食品专用标志，进一步树立

“漯河放心食品”的良好形象，增强
漯河食品名城的核心竞争力。

求质激发创新模式

据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每
年参会的驻华使节、中外客商、知
名学者等 6000 多人，境内外参展
企业 1600 多家，大型采购企业

1000 多家，投资额和贸易成交额
均超百亿元，吸引豫南地区 30 多
万市民参观、购物。

随着品牌的扩大影响，规模
的不断扩展，博览会特携手阿里
巴巴漯河产业带，首次将阿里巴
巴“云展会”技术应用于本届食博
会，开辟“线上食博”，通过线上和
线下相结合的模式，为参展商和
采购商搭建更加广泛的交流合作
平台。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凡参加本
届食博会的商家，均可免费参加

“云展会”。届时，每个参展企业和
企业的每件单品上都将被贴上二
维码，采购商和消费者只需用手机
扫一扫，就可浏览完整的企业及产
品信息，实现在线咨询、洽谈、交易
以及支付。预计食博会期间，将有
800户商家受益“云展会”。

“‘云展会’突破了传统展会在
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无论是参
展商还是采购商，即使因客观原因
未能参会，也可在任何时间、任何
地点轻松享受食博盛宴。”说起本

届食博会首次应用的“云展会”模
式，漯河市经济发展投资总公司总
经理卢申伟信心满满。

如果说“云展会”的模式将成
为日后食博会发展的一个趋势，阿
里巴巴漯河产业带则将成为“云展
会”常态化的一个重要依托。阿里
巴巴漯河产业带将以“食品安全”
为核心，带动辐射其他行业入驻产
业带。

求质催生集聚效应

集聚区的不断成熟，“质量立
市”的战略方针，食博品牌的孵化
效应，品控体系的技术保障，净化
了品效兼容的投资环境，催生了食
品产业“聚”变发展。

目前，漯河食品工业企业和
生产单位发展到 6600 多家，其中
规模以上食品企业 191 家，占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的 34%。从
业人员 13 万人，占职工总数的
40%。年加工肉制品 320 万吨、产
量亚洲最大，日产休闲食品 2600
吨、产量全国第一，年加工转化粮

食 1000 万吨、转化率全省最高，
年生产饮料 307 万吨、规模全省
最大。在食博会的带动下，漯河
食品工业已形成肉类加工、粮食
加工、饮料加工、果蔬加工、包装
材料五大产业链。

随着食品工业的带动，其他
产业投资的大项目也越来越多，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目前，漯河
产业集聚效应愈发明显，形成了
以食品产业为支柱，盐化工、电子
信息、生物医药等主导产业集群
产业为一体的产业平台。2013
年，漯河 6 个产业集聚区实现主
营业务收入 1500 亿元，从业人员
达 15.4 万人。据统计，全市 6 个
省级产业集聚区内的项目，80%
以上是通过食博会引进的。

中国休闲食品产业基地临颍
县是“聚”变效应的生动缩影。临
颍用5年的时间，迅速形成了一个
年产值超百亿的休闲食品产业。
临颍县产业集聚区内，烘焙类、果
冻类、糖果类、膨化类产品的日产
量在全国县区中创下5项第一。

心持梦想，方能执着。胸怀
责任，方可远大。十年之前，中
国烹饪大师、阿五品牌创始人樊
胜武毅然辞去年薪六位数的五
星级酒店总厨的职务，从小餐馆
做起，十年经风历雨，至今，阿五
美食已成长为“国际中餐名店”、

“中国餐饮百强”，30 多家连锁
店辐射全国，走向海外。探其成
功要因，樊胜武坚定地说：“因为
胸怀豫菜复兴的梦想，肩负传播
豫菜文化的责任，今后的路还有
很长。”

站起来：
豫菜地位日益显重

阿五十年时间奠定豫菜第一
品牌，源于樊胜武脑勤、心勤、腿
勤。他说：“豫菜是八大菜系的

‘母体’，精华精品藏于其中，必须
走出去学习交流，沉下心来领悟
钻研，只有做强做大，才能获得尊
重和认可。”

多年前，樊胜武参加各种美
食节受到的冷遇至今记忆深刻。
他认为，其根本原因是豫菜地位
不够高，话语权不够重。

据资料记载，中华厨祖“伊
尹”，又名阿衡，生于开封，为商朝
宰相，中国烹饪的宝典乃伊尹本
人所做的《本味篇》，收录于《吕氏
春秋》。有史记载以来，华夏第一
宴夏启“钧台之享”在河南禹州举
行；中国首个厨师之乡也在河南
长垣。

基于现实，他顶住外界的质
疑和舆论压力，举起豫菜复兴的
大旗，开启阿五美食新派豫菜的
创新之旅。随着阿五品牌布局河
南、河北、北京、深圳、山东等省
市，豫菜地位日益凸显。

走出去：
豫菜复兴对话世界

今年 3 月 25 日，来自世界 15
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外嘉宾共 600
多人出席在河南首次举办的“国
际中餐高峰论坛”。樊胜武是此
次论坛的组织者。樊胜武告诉
记者：“论坛的召开已经证明，豫
菜地位逐日跃升，豫菜文化不可
忽视，豫菜复兴已经上路。同
时，豫菜更是传播中原文化，宣
传河南形象的最佳途径之一。”

豫菜能在较短时间内获得世
界的关注，缘于樊胜武频繁的对
外交流。去年他奔赴十几个国家
互动交流，同时阿五美食每年接
待各类考察200余次。为扩大对
外交流和影响，他花巨资和精力
培养建立了有 30 多位烹饪大师
组成的全国唯一的中华（阿五）厨
艺绝技表演团，先后在上海世博
会、中国厨师节、澳门美食节、马
来西亚美食嘉年华等重大活动以
及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
表演，有力地推动了中餐对外交
流，豫菜文化传播，中原文化的传
扬。

品出来：
豫菜传递中原文化

菜品质量和餐饮安全是樊胜
武实现豫菜复兴，扩大阿五品牌
的根本基础。为此，他先后成立
阿五菜品研发中心、阿五优质服
务专业委员会；与此同时，他们致
力于打造餐饮清洁安全工程，目
前，阿五美食已成为全国首批“白
百合工程”的 5 家餐饮企业之
一。据了解，“白百合工程”是
2004 年在土耳其实施的一项餐
饮清洁安全工程，包括了管理、体
系、检查等各方面的实施。

樊胜武作为豫菜形象大使，
一直以来有一个期望，让世界友
人和国人来河南品豫菜、赏豫
剧、喝豫酒、看武术，品出豫菜五
味中和的智慧，品出厚重的中原
优秀文化。但樊胜武表示：“打
铁还需自身硬。让豫菜真正影
响全国，走向世界，我们还在路
上。”

背负着复兴豫菜梦想执着奋飞
——专访中国烹饪大师、阿五品牌创始人樊胜武

本报记者 陈天恩

近年来，洋快餐频现食品安全
问题，食品安全陷入信任危机。德
克士作为中国西式快餐特许加盟第
一品牌，一直坚持食品安全第一的
理念并落实到细枝末节。笔者来到
郑州市郑东新区聚源路德克士餐厅
专访德克士战略合作伙伴总经理吴
凯，探知其中的秘诀。

吴凯，德克士（安徽）战略合作
伙伴总经理，上世纪 90 年代一直从
事于金融行业，自经济迅速崛起之
后，吴凯毅然辞去高薪金融高管工
作，从事经营快餐行业——德克士，
并引领河南省快餐行业高速且平稳
的向前发展，已经成为河南快餐行
业领军人物。

对于食品安全，吴凯一语中的：
“保障食品安全，是我的基本原则，
更是我们德克士餐厅的生命线。”

吴凯谈到，关于保障消费者餐
饮安全，我们要求所有过期食品全
部销毁，不出售隔夜食品，宁愿自己
损失，绝对不能让消费者受到任何
伤害。国家对食品安全越来越重
视，在餐饮业频频出现问题的今天，
我们德克士层层把关，从鸡肉到成
品的质量，严格控制，从源头保障消
费者吃得放心，喝得安心。

据悉，德克士是中国西式快餐特
许加盟第一品牌，在全国200多个城
市开设了超过2000家餐厅。目前我
省是全国德克士店面最多的省份。

郑东新区聚源路德克士餐厅采
用了全新商标和崇尚自然原木基调
的环境设计，提供多款水果风味及咖
啡风味雪慕斯、现磨咖啡，与德克士
的雪布蕾及玉米沙拉搭配出营养组
合。明星产品“脆皮炸鸡”外脆内多
汁，因此，德克士被誉为“炸鸡专
家”。而在主食方面，德克士除了传
统汉堡，还有两款独具东方口味的米
汉堡——酱烧鸡肉米汉堡和XO鲜虾
米汉堡，更贴近中国人的饮食习惯。

吴凯告诉笔者：“从经理到店
长，到每一名营业员都严格执行国
家政策，严格排查隐患，严格狠抓食
品安全，严格要求服务至上，关心消
费者，关心员工。 （王茜）

构筑快餐安全的生命线
——访德克士战略合作伙伴总经理吴凯

食事
前沿

●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
总局日前印发《关于切实加
强夏秋季食品经营领域食
品安全监管做好食物中毒
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各
地针对夏秋季温度高、湿度
大，微生物易于生长繁殖和
产生毒素，食品经营领域中
毒事件易发、高发的特征，
加强食品经营领域食品安
全监管，排查食物中毒风险
隐患，防范发生食物中毒事
故。在食品流通环节，要以
农村地区、城乡接合部、城
市社区、旅游景区及车站码
头为重点区域，以乳制品、
肉制品、食用油、饮料等食
品为重点品种。对问题严
重的，要依法责令企业停止
经营，并对整改结果及时进
行复查。

——国家食品药品监
管总局网

●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5 月 14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部署加快生产性
服务业重点和薄弱环节发
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
修订草案重点作了以下完
善。一是对生产、销售、餐
饮服务等各环节实施最严
格的全过程管理，强化生产
经营者主体责任，完善追溯
制度。二是建立最严格的
监管处罚制度。三是健全
风险监测、评估和食品安全
标准等制度，增设责任约
谈、风险分级管理等要求。
四是建立有奖举报和责任
保险制度，发挥消费者、行
业协会、媒体等监督作用，
形成社会共治格局。会议
决定，修订草案经进一步修

改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
审议。

——中国食品安全网

● 5月15日,上海交通
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社会
调查中心和社科文献出版
社联合发布《中国民生调查
报告·2014》,报告显示受访
者对所在城市食品安全情
况整体一般放心。公众最
担心的食品安全问题为假
冒伪劣,其次为违规使用添
加剂、农药残留、过期变质
和转基因。近半数受访者
对政府食品安全工作表示
不满意,选择很满意和比较
满意的只占17.8%。

——新快报

● 5月17日上午10时
30分，劲酒夏季凉拌菜评选
活动启动仪式在河南郑州
市睿德坊中国劲酒旗舰店
隆重开幕。本次评选活动
以“凉菜配劲酒、健康又爽
口”为主题，用意鲜明地为
品牌注入“时尚”元素，丰富
了劲酒的品牌价值，两者相
结合，迎合了受众的需求，
同时强化了劲酒与美食的
关联度。夏季凉拌菜评选
大赛活动时间为 2014 年 5
月17日—7月16日，通过食
客自发投票，产生 30 道凉
拌菜候选“省会郑州十大金
牌凉拌菜”和30家候选“省
会郑州十大人气凉拌菜饭
店”，最后经过餐饮行业专
家筛选、评审，最终决出“省
会郑州十大金牌凉拌菜”和

“省会郑州十大人气凉拌菜
饭 店 ”及 5 位“ 凉 拌 菜 达
人”，并于 7 月底举行颁奖
典礼，对获奖的个人和饭店
进行表彰。

5.益生菌酸奶
美味的益生菌酸奶是最受

女性喜爱的瘦身饮品。每天饮
用益生菌酸奶具有调节肠道菌
群、加速胃肠蠕动、清除肠道毒
素、激活肠道等功能，同时抑制
肠道对肉类脂肪的吸收、阻止脂
肪组织构建、防止脂肪堆积，是
减肥者的最佳饮品选择。

介绍：这是一个
非常简单的甜品，有
心 情 的 时 候 做 上 一
份，放在冰箱里，在闷
热的夏日午后拿出来
和大家一起分享，真
是一件惬意的事。

难度：初级
原料：椰子汁、白

糖、红豆、吉利丁片、椰子粉。
做法：
1.将红豆洗净加水，浸泡一整天。
2.红豆放入锅中加足水，大火烧开，转中火 30 分

钟，中途往里加点白糖进去。
3.等锅中的水快要烧干时，关火，趁热加入椰子

汁、椰子粉，搅拌均匀。
4.将吉利丁片放入冰水中泡软，等红豆凉得温温

时，放入。
5. 等 加 了 料

的 红 豆 凉 透 后 ，
放 入 保 鲜 盒 内 ，
冷藏 3 小时，就可
以吃喽！

建议：用高压
锅煮红豆，吉利丁
片跟椰子汁的比
例是 320 毫升比 3
片吉利丁片加了
椰子粉椰子汁的
红 豆 糕 ，椰 香 浓
郁，很好吃的哦！

椰汁红豆糕

饮食
男女

1.茶饮
喝茶往往是促进消化和

排毒的好方法，饭后喝茶更是
健康又减肥的一种好习惯。
所以，餐间喝茶是非常有效的
一种排毒减肥方法。最有效
的排毒减肥茶包括蒲公英茶、
薄荷茶、生姜茶、绿茶以及其
他的草药茶等等。

2.柠檬水
柠檬水是非常受欢迎的

减肥饮品之一。每天早上空
腹喝一杯柠檬水能帮助你排
清体内遗留的多余代谢物，
是一种快速减肥的好方法。
另外，柠檬水非常方便制作，
也 不 会 耽 误 你 的 上 班 时 间
哦。

3.绿豆汤
绿豆汤是营养专家推荐

的高效清脂瘦身饮品。绿豆
富含维生素 B、葡萄糖、蛋白
质、淀粉酶、氧化酶、铁、钙、磷
等多种成分，常饮绿豆汤能帮
助排泄体内毒素，促进肌体的
正常代谢，是排毒减肥的佳
品。

4.蜂蜜水
研究证明，蜂蜜中的主要

成分葡萄糖和果糖，很容易被
人体吸收利用。常吃蜂蜜能
达到排出毒素、有美颜美体的
功效。每天早餐后 40 分钟和
晚上睡觉前 40 分钟喝一杯蜂
蜜水，这样能帮助你轻松快速
瘦下来。

夏日越喝越健康的五种饮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