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馋嘴猫征集令

频频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让消费者对绿
色天然食品更加关注" 在食用油市场!记者发
现不少消费者对鲁花

!"

纯物理压榨的花生油
情有独钟"细数原因!一是工艺安全"采用纯物
理压榨工艺!不添加任何化学添加剂!不经高
温精炼#二是口味好" 炒出来的饭菜口感纯正!

香味浓郁#三是营养丰富" 只榨取第一道花生
原汁!全面保留了花生的营养成分!有利于身
体健康" 而鲁花压榨花生油的这些优势!都源
于鲁花的独门绝技$$$

!#

压榨工艺%

据了解!只有通过纯物理压榨方式!才能
保留花生油中对人体有益的活性伴随物"中国
粮油学会油脂专业分会副会长王兴国教授介
绍!伴随物也称活性营养素!是对人体有营养
价值的微量元素群" 人体需要的一些微量物
质!有些必须从油脂里获得" 而鲁花所发明的
!$

物理压榨工艺!则在食用油中全面保留了这
些活性营养素" 鲁花经过

%

年的科技攻关!独
创了

!$

纯物理压榨工艺! 使鲁花油不仅香味
浓郁!而且更营养!更健康" 国家有关部门多次
组织专家组对

!$

压榨工艺进行成果论证!结
论为&该工艺具有明显的五大创新&一是生产
中一次性压榨! 避免了化学溶剂对油品的污
染!使食用油品质的安全性得到保障#二是采
用独特焙炒工艺!解决了花生制油的'生香和

留香(问题#三是采用无水脱磷技术!解决了成
品油中酸价超标问题#四是充氮保鲜!恒温储
存!使油品一年四季保持新鲜!从而保存了成
品油中的天然营养成分#五是独创去除黄曲霉
素的分离技术!能够有效去除油品中的黄曲霉
素%专家组评审认为!鲁花独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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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物理压
榨工艺科技含量高!是世界上领先的食用油制
造工艺!填补了国内外空白!引领了我国食用

油工艺历史发
展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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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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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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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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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油脂行
业的权威专家!

对鲁花独创的
($

纯物理压榨
工艺和产品质
量标准进行了
认真探讨研究!

参照鲁花的现
行标准!对国家
压榨花生油标
准进行了重新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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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鲁花
($

纯
物理压榨工艺通过了国家科技成果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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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被山东省科技厅评为山东省科技成果二等
奖%

&''(

年又被中国粮油学会评为中国粮油
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了粮油专家的认可和好
评% 由于技术先进!原料优良!管控严格!因此!

鲁花花生油品质非常优良稳定% 自
,--&

年问
世以来!在全国历次质检)卫生)工商等权威部
门抽查检测中!从未出现过任何质量问题% 中

国标准化研究院顾客满意度测评中心公布的
调查结果显示!鲁花在色泽)气味)口味)营养成
分)性价比)品牌形象等各项指标上都获得了
满分!高居中国食用油用户满意度榜首%

鲁花集团把创建中国食用油第一品牌作
为奋斗目标!以质量铸造品牌!以品牌引领企
业! 逐步将鲁花打造成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

在创建品牌的征途中!鲁花始终把产品质量放
在首位!从原料选择)质量控制)成品储存等各
个环节严格把关!在生产过程中只榨取第一道
花生原汁!投巨资引进了世界最先进的黄曲霉
检测仪!建成了万吨恒温库!确保花生原料一
年四季保持新鲜!保持了花生的营养成分和内
在质量!实现了产品合格率

,''.

!用户满意率
,''.

的质量目标! 为铸就鲁花品牌奠定了基
础% 其次!鲁花狠抓市场建设!在全国各地建立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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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销售分公司!成立了
*'''

多人的营
销团队!发展了

&'''

多家经销商!形成了覆盖
全国的市场营销网络% 与此同时!鲁花还加大
品牌宣传力度!凭借中央电视台等影响力大的
媒体!树立鲁花的品牌形象!形成了以品牌拉
动市场!以市场带动销售!以销售促进生产的
良性循环% 现在!鲁花品牌已家喻户晓!享誉大
江南北!成为中国花生油第一品牌!中)高档消
费者的首选产品% !刘晓"

纯物理更安全更健康 !" 压榨工艺打造食用油高品质

!!

要注意下锅的先后顺
序!不易煮烂的先放!如豆类)

含淀粉类原料#莲子要先去掉
苦的芯子#生的杏仁)核桃仁
最好先水泡剥皮去苦味后再
下锅#生花生)藕)百合等快熟
时最后放入!以保持鲜脆的感
觉#薏米仁*又称西米+下锅之
前要先泡至发亮! 因为好熟!

所以不需太大火候!起锅前几
分钟放入即可%

"#

上火煮前最好一次性
把水放足!掌握好水)米的比

例!不要中途添水!否则粥会
稀!在黏稠度和浓郁香味上大
打折扣%

$#

煮豆粥时!豆子一定不
能提前用水泡!否则就不容易
煮烂#放米之前待豆子开锅兑
入几次凉水!豆子'激(几次容
易开花% 之后再放米进入%

%#

煮菜粥时!应该在米粥
彻底熟后!放盐)味精)鸡精等
调味品! 最后再放生的青菜!

这样青菜的颜色不会有变化!

营养也不会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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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鱼头$豆腐%

调料#咖喱粉$鲜奶油$葱$姜$蒜%

做法#

!#

鱼头洗净!擦干水分!拍薄薄一
层淀粉%

"#

炸锅里放油!油温后炸鱼% 炸好
捞出备用% 煎鱼也可以!但是要煎好一
面!再翻过来煎另一面!不要来回地翻
太勤%

$#

炒锅倒少许油!放入洋葱碎)姜
末和蒜粒炒香%

%#

倒入咖喱粉炒香%

&#

用咖喱粉的话!最好加入鲜奶油
或者椰浆才行!不然味道不够香浓%

'#

放入鱼头炖大约
"(

分钟就熟
了%

)#

加入豆腐用中火煮滚就可以出
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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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喱!不仅可以做牛肉)鸡肉!

也可以做鱼头豆腐的!当然还可以做蔬
菜)做蘑菇!随你搭配%

煮粥的窍门

咖喱鱼头油豆腐厨乐
!"#

吃鱼不外乎一个'鲜(字!而
清蒸则是最能体验鱼'鲜(的烹调
方法% 如果你认为清蒸鱼就是放
在锅里一蒸了事! 那就大错特错
了!说你不谙饮食之道都是轻的!

你简直就是糟蹋天赐美食%

清蒸鱼的烹制也是一门学
问! 从选鱼到配料! 从摆盘到入
锅!从火候到虚蒸!每一个步骤都
有讲究% 下面介绍一下制作清蒸
鱼的三个技巧%

第一
*

水烧开后将鱼放入蒸
笼!三分钟后取出!将盘中鱼汤倒

掉!然后再放入蒸笼继续蒸% 此举
决定了鱼熟后不腥!特别重要%

第二
*

在蒸鱼之前!先将鱼握
住头尾弯上一下! 在鱼身弯曲处
垫上一姜块! 此举保证鱼蒸熟后
呈腰部弓起之生动状!给'型(加
分%

第三
*

贵价活鱼清蒸时!只在
倒掉蒸三分钟后的汤时加盐)葱
丝和极细火腿丝! 其他调料一概
不用!以突出鱼味%

补充一句& 蒸鱼一定要锅够
大)火够猛%

传说有那么一种鸡!它永葆青
春!不会老#有那么一种鸭!它一样
永葆青春!也不会老!所以它们叫
不老鸡和不老鸭,,以上文字纯
属杜撰!请勿相信% 呵呵!开个玩
笑! 不老鸡和不老鸭是一种卤制
品!和开封的筒子鸡!道口烧鸡属
于同类食品%大家肯定都在街头大
大小小的烧鸡店买过烧鸡或者各
种卤味!但您尝试自己做过吗- 机
会来了%迷茫免费组织大家去张记
不老鸡不老鸭店现场学习烧鸡的
卤制过程和原料的选择!还能品尝
到店内的各种美味! 机会有限!报
名从速%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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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蒸鱼的技巧
煮粥!有的人会说!就这么简单的

事也需要窍门吗" 其实煮粥看来简

单!但要做好却是不易#原料的准备$

火候的掌握! 都是至关重要的事!下

面就给您一些煮好粥的建议%

厨房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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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用咖喱酱或者
方便

的日式咖喱卤块做!

在炸完鱼

头后直接加水!

汤开后!

关火!

放入咖喱块溶解!

再开火加热!

待汤开锅后!

转小火慢炖大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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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

然后放入豆腐!

转中

火!

收汁黏稠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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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哩起源于印度% '咖喱(一词来源于坦米尔语!是
'许多的香料加在一起煮(的意思%印度民间传说咖哩是
佛祖释迦牟尼所创! 由于咖哩的辛辣与香味可以遮掩
羊肉的腥膻!以帮助不吃猪肉与牛肉的印度人%

咖喱的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