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称为 “地中海甘露” 的橄榄油， 举世闻名， 是高贵、 智慧、 健

康的象征。 产于希腊克里特岛的原生橄榄油， 更是弥足珍贵， 是献给

国王的贡品。

这种油也是酒的伴侣， 酒前喝

15

毫升橄榄油护胃防醉。 酒后一小

杯， 能醒酒提神。

现在， 这种闪着黄绿色油光的 “液体黄金”， 已由中国总代理北

京华源生命科贸发展有限公司引入国内， 招商湖南， 使您在享受美味

的同时， 更得健康， 还能赚钱。

《酒文化周刊》 去年已连载美文

14

篇， 由于前

4

篇与后

10

篇间隔

的时间比较长， 不少读者来电说， 前

4

篇找不着报纸， 希望重登。 为

此特再分两次重登前

4

篇， 以飨读者。

我们平时吃到的食物， 哪一样对健康、 美容最好？ 牛奶？ 不对。

素食？ 不对。 人奶？ 完全正确。 而橄榄油， 恰恰是可与人乳一比高低

的珍贵食品。

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国粮农组织、 西方国家的科学家研究揭示：

橄榄油保健、 滋补、 美容价值极高， 其天然、 罕见的营养成分， 与人

乳极为接近， 功效却超过人乳， 能有效降低心脑血管疾病、 癌症、 老

年痴呆、 肥胖、 糖尿病、 心脏病、 关节炎、 哮喘、 白内障、 消化系统

疾病、 狼疮、 抑郁、 精神分裂症、 注意力缺乏、 多动症、 产后抑郁症

等的发生几率， 并有利于婴幼儿、 青少年骨骼生长、 脑神经系统发育。

英、 美等国， 早就把橄榄油列入药典。 国际医学界、 营养学界

高度推崇， 称橄榄油为 “液体黄金”， 向各国推荐。

6000

年前， 油橄榄树最早在克岛种植。 岛上土壤、 气温、 水分、

空气、 日照等生长环境， 独一无二、 无法复制， 故而树种名贵， 油品

高贵。 岛上居民长期食用原生橄榄油， 才有 “长生不老” 的生命奇迹。

考古发现， 橄榄油在公元前

2800

年， 就是克岛的主要输出商品，

成为后世欧洲王室的珍贵贡品。 至今， 发源于克岛的希腊橄榄树， 已

引种到世界

30

多个国家。

国际公认， 希腊的橄榄油最好， 希腊克里特岛的原生橄榄油， 是

世界顶级的原生橄榄油。 它精选采摘

4

小时之内的新鲜、 优质橄榄果，

物理方法榨汁， 无化学合成， 不添加任何物质， 纯天然保健， 故名

“原生”， 等于喝 “果汁”。 产量十分有限， 不可多得， 称为橄榄油的

“油中之王”。 （待续）

人类三大疾病———三高 （高血脂， 高血压， 高血糖） 导致的心脑

血管疾病、 老年痴呆症、 癌症， 地中海居民发病率， 全世界最低； 尤

以希腊的克里特岛 （简称克岛）， 发病率几乎为零。 希腊人心脑血管

疾病发生率， 比美国低

90%

。

“长寿村” 屡见不鲜， 但辖

4

个州、 拥有

50

万人口之众的克里特

岛， 却是全球罕有的 “长寿岛”、 “长寿州”， 人均寿命全世界最长。

这一生命现象， 隐含什么奥秘？

为什么地中海人拥有发达的骨骼、 强壮的体魄、 超人的运动成

绩？ 为什么自古以来， 希腊女子貌若天仙 （如著名雕塑 《维纳斯》）、

男子健壮优美 （如著名雕塑 《掷铁饼者》）？

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国粮农组织、 美国、 荷兰、 希腊、 日本的科

学家， 经过长期的调查、 研究， 揭开了地中海居民长寿健康、 无病去

疾、 容颜美丽的科学现象———长期食用橄榄油。

科学家重点调查了人类健康的最好标本、 世界 “长寿岛” ———希

腊克里特岛， 一致认定：

6000

年来， 岛上居民长生不老， 奉行 “地中

海膳食”， 吃岛上出产的、 世界最优质的橄榄油、 深海鱼、 蔬菜水果。

梦露 、 邓丽君 、 索菲亚·罗兰等国际大牌明星和模特 ， 常年使

用橄榄油， 都保持了美丽容颜、 完美体态。

北京华源生命公司从克里特岛引进的 “华源生命”、 “米诺斯”、

“米娜娃” 三个著名品牌的橄榄油， 称为 “美女之油”， 能白嫩肌肤、 防

皱、 美发、 护脸、 护唇、 瘦身、 美甲、 沐浴、 防晒、 防冻、 治疗烫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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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宴茅台酒 民宴茅台醇

柔和酱香

茅台醇

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 传真：

0731-88688831

手机：

15973198388

湖南分公司地址：长沙市桐梓坡御院喷泉广场

8-9

栋

6

层

诚招全省各市、县经销商、团购代理商、商超

渠道代理商；

另诚聘有团购能力的销售顾问及营销精英。

招商招聘电话：0731-88688833

年前，在双峰“第二届曾国藩国

际文化旅游节开幕式暨白玉堂开馆

仪式”上，曾国藩酒业有限公司的“曾

国藩书酒缘”被三湘读书月领导小组

办公室征文部指定为首届“三湘读书

月”征文活动奖品、礼品、纪念品。 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力峰将荣誉证

书颁发给了曾国藩酒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刘和平。 证书上印有曾国藩撰写

的对联：“消磨岁月书千卷，啸傲乾坤

酒一樽”。 “三湘读书月”征文活动一

等奖“曾国藩书酒缘”、二等奖《唐浩

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一套和“曾国藩

御品酒”一对，均由曾国藩酒业公司

提供。

现在，这些礼品已在省图书城和

长沙袁家岭新华书店隆重推出，其高

雅古朴、端庄清新、收藏实用于一体

的双重价值， 引起围观人士阵阵惊

叹，场面非常火爆。 （张拥军）

消磨岁月书千卷 啸傲乾坤酒一樽

“曾国藩书酒缘”被指定为首届“三湘读书月”征文活动奖品、礼品、纪念品

新年伊始，春节将至，在长沙芙蓉路省图书城、韶山路

袁家岭新华书店，正隆重推出一份奇特的新年礼品———曾

国藩“书酒缘”。 读者诸君，若您奉送此礼，将让您的亲朋好

友、领导、长辈心花怒放。

该礼品盒内既装有令人陶醉的“曾国藩酒”，又装有名

家点评的“曾国藩家书”，还装有来自原产地的“曾国藩文

房四宝”复制品，可谓文化内涵深厚，能看、能喝，还能写。

其永久性的收藏价值和立马可用的实用价值，将精神文明

和物质文明结合得十分完美，使其成为春节人们拜年的又

一时尚新宠。 这个难得的高档礼品，既传统，又现代，既普

通，又高雅。 无论您是送老人、送师长、还是送客户、送朋

友，都一定会使受礼者喝不厌多

,

看不离卷，写不收笔

,

爱不

释手。 从而达到您送礼的最高境界。

“曾国藩书酒缘”为湖南省首届“三湘读书月”征文活

动指定奖品、礼品、纪念品。

礼品盒内装：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一套（上、下册）。 为中共湖

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组织的 “三湘读书

月”推荐用书；

中国红瓷瓶曾国藩酒

2

瓶。 内装

20

年特制纯粮窖藏

曾国藩酒

1.5

公斤，酒体陈香幽雅、口感绵软醇和、独具淡

然优雅的浓香型经典风格；

曾国藩曾经用过的江西杨氏毛笔复制品一支；

曾国藩墨一砣。 由原生产厂家徽州湖开明仁记仿制；

还有江西婺源龙尾山复制的曾国藩砚台一个。

华源生命橄榄油： 长寿美容美身材

长寿岛： 癌症、 三高， 几乎为

零； “美女之油” 使女子娇美

媲美人乳：

克岛原生橄榄油举世无双

1

2

２０10

年

1

月

7

日 星期四

酒文化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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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电话：

0731-84112928 13808471788

“书酒缘” 礼品长沙销售点

长沙市芙蓉路：省图书城

电话：

13687361332 0731-84398658

长沙市韶山路：袁家岭新华书店

电话：

13647481805 0731-84128886

公司直销、团购电话：

15802597799 0731-84137169

欢迎全省各新华书店门市部参与

经销，联系电话：

13908470066

新年新春送新礼

曾国藩之“ 缘”

版式设计 柳添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