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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句传统养生谚语：“冬季进补，
开春打虎。”眼下正值冬季，可以说
是进补好时节。其实，在我们的传统
文化中，连日常的用膳喝茶，都与养
生保健密不可分。接下来，让我们一
起来分享“浙”里的养生茶饭，既美
味，又保健。

“友省文化拾贝”系列（十）
对茶的保健知识，最早可追溯到史前
期，早在公元前200年的西汉初期，
已将特定的茶叶作为药用。唐代以
后，以茶配伍中药有所发展，宋代有
药茶专著，近代保健茶更为普遍。对
保健茶的研究和应用，中国有着悠久
的历史。

茶饭养生基于“药食同源”
人类的祖先为了生存的需要，不得
不在自然界到处觅食。久而久之，也
就发现了某些动物、植物不但可以作
为食物充饥，而且还具有某种药用价
值。在人类社会的原始阶段，人们还
没有能力把食物与药物分开，这种食
物与药物合二而一的现象就形成了
药膳的源头和雏形。也许正是基于这
种情况，古人就有“药食同源、药食
同根”之说。现代考古学家已发现不
少原始时代就存在的药性食物。现代
民族学也发现远在原始时代，中华民
族就会制作具有药物作用的食品。可
见，药膳最早起源于人类的原始时
代。当然，这种原始的药膳雏形，还
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药膳，因为那
时的人们还未必能自觉地利用食物的
药性。真正的药膳只能出现在人类已
有丰富的药物知识、积累了丰富烹饪
经验之后的文明时代。
满足了“厌于药，喜于食”天性
药膳是中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华民族祖先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
遗产。药膳是在中医学、烹饪学和营
养学理论指导下，采用中国独特的饮
食烹调技术、后来又赋予现代科学方
法制作而成的具有一定色、香、味、
形的食品，能满足人们“厌于药，喜
于食”的天性。也就是说，药膳可以
使食用者在得到美食享受的同时，使
身体得到滋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和
治疗疾病。中国传统药膳的制作和应
用，不但是一门科学，更可以说是一
门艺术。
甲骨文与金文中就已有了“药”与
“膳”两字。而药字与膳字相联形成
药膳这个词，则最早见于《后汉书·
列女传》，其中有“母亲调药膳思情
笃密”这样的字句，即至少在一千多
年前，中国已出现药膳其名。而在药
膳一词出现之前，古代典籍中早已出
现有关制作和应用药膳的记载。如《
周礼》中记载了“食医”，书中还涉
及了其他一些有关食疗的内容。早在
西周时代人们就有了丰富的药膳知
识，并出现了从事药膳制作和应用的
专职人员。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黄帝
内经》记载有“凡欲诊病，必问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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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生产的保健茶产品已
有数百种，其中一些品种对预防动脉
硬化、调节人体新陈代谢、降低血压
血脂、健美减肥、明目增视等有一定
的保健效果。
养生茶饭，就在“浙”里
居处”，“药以祛之、食以随之”，
“人以五谷为本”，“天食人以五
气，地食人以五味”，“五谷为养，
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
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等文字。
秦汉时期药膳有了进一步发展。东
汉末年成书的《神农本草经》集前
人的研究载药365种，其中大枣、人
参、枸杞、五味子、地黄、薏苡仁、
茯苓、沙参、生姜、葱白、当归、贝
母、杏仁、乌梅、鹿茸、核桃、莲
子、蜂蜜、龙眼、百合等，都是具
有药性的食物，常作为配制药膳的原
料。汉代名医张仲景在食疗方面不
仅发展了《黄帝内经》的理论，突出
了饮食的调养及预防作用，开创了药
物与食物相结合治疗重病、急症的先
例，而且记载了食疗的禁忌及应注意
的饮食卫生。

晋唐时期为药膳食疗学的形成阶段。
这时的药膳理论有了长足的发展，出
现了一些专门著述。晋代葛洪的《肘
后备急方》、北魏崔洁的《食经》、
梁代刘休的《食方》等著述对中国药
膳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
用。唐代名医“药王”孙思邈在《备
急千金要方》中指出：“夫为医者，
当须先洞晓疾源，知其所犯，以食治

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将食疗
列为医治疾病诸法之首，在此著作中
设有“食治”专篇，至此食疗已开始
成为专门学科。孙思邈的弟子孟诜集
前人之大成编成了《食疗本草》。这
是中国第一部集食物、中药为一体的
食疗学专著，共收集食物241种，详
细记载了食物的性味、保健功效，以
及独特的加工、烹调方法。
宋元时期为食疗药膳学全面发展时
期。明清时期是中医食疗药膳学进入
更加完善的阶段，对于药膳的烹调和
制作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且大多符
合营养学的要求。明代的医学巨著《
本草纲目》给中医食疗提供了丰富的
资料，仅谷、菜、果3部就收有300多
种，其中专门列有饮食禁忌、服药与
饮食的禁忌等。
中国药膳起远古至现今，源远流长；
自宫廷到民间，广为传播。据统计，
自汉初到明末，有关药膳的著作已有
300多部。现代药膳的发展是在总结
古人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其运
用更加符合中医理论的发展，并注意
吸取现代科学理论的研究成果。眼
下，一些药膳餐厅已经意识到地道纯
正的药膳，需要医师、药师、厨师“
三师合一”，三者缺一不可。
保健茶是指那些以自然无污染的茶
为基料，强化某些营养成份，或根据
中医理论，加入某些既是食品又是药
品的天然食物，或经过安全性评价，
具有滋补保健功能或特殊疗效成分中
草药，制作而成。作为保健茶，既可
满足解渴需要，还可起到保健的作
用。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用茶治病的记载，

众所周知，浙江杭州不仅自然美景
让人流连忘返，还有丰富美食让人难
以忘怀。杭州当地制作的药膳、保健
茶同样深受广大民众、国内外游客的
喜爱。
位于杭州历史文化街区清河坊的“
江南药王”胡庆余堂，是清末“红顶
商人”胡雪岩于公元1874年（清同治
十三年）创建，140多年来，胡庆余
堂国药号始终秉承“戒欺”祖训、“
真不二价”的经营方针。值得一提的
是胡庆余堂的药膳同样历史悠久，独
树一帜，一直深受众多食客青睐，曾
多次代表浙江餐饮文化走出国门与韩
国、日本等地美食业交流。胡庆余堂
为了更好地将中医药文化传递到老百
姓身边，除了发展连锁药店、连锁门
诊之外，还发展了连锁药膳，已有三
家药膳直营店。特别是胡庆余堂药膳
馆总部，位于西子湖畔南山路，已经
成为浙江省一个富有文化特色的对外
接待窗口。
同时，浙江省的一些国医老字号，
更是把药膳、保健茶等贴近日常生
活的传统养生之道，在传承的基础
上进行了发扬光大，如方回春堂推
出了以黑芝麻、桂圆、核桃、红豆等
为材料的药膳养生月饼，广兴堂不仅
为大家提供有自家特色的系列保健
茶，还向市场推出了中国发明专利产
品——用“放养山水间、从小吃补
药”的麻鸭特制的滋补酱鸭，通过真
空包装、电子商务，让特色药膳进入
了各地寻常百姓家。
是啊，在“浙”里，人们一边寄情
山水、欣赏人文，一边喝着茶、用着
膳，美滋滋地、静悄悄地养生健体，
享受着神仙般的生活……

克隆猴“中中”“华华”：我们诞生在中国！上海科学家攻克世界难题
转自新民晚报
2018-01-25 新民晚报讯（见习记者
郜阳）《西游记》里，大圣拔根毫毛
变出一群一模一样小悟空的场景还留
在我们的脑海中，而位于上海的中国
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将这一幕变成
了现实。克隆猴“中中”和她的妹
妹“华华”在中国诞生近两个月。

克隆过程中，体细胞的细胞核进入卵
细胞时，需先“唤醒”卵细胞，然
后才启动一系列发育“程序”。因
此，“唤醒”的时机要求非常精准。
但是，使用传统方式，猴的卵细胞很
容易被提前“唤醒”，往往导致克
隆“程序”无法正常启动。此外，被
转移到卵细胞里的细胞核，突然要扮
演受精卵的角色，需要科学家采取多
种手段“保驾护航”。否则，绝大多
数克隆胚胎都难以正常发育，往往胎
死腹中。

今天，生物学顶尖学术期刊《细胞》
（Cell）以封面文章在线发表此项成
果，标志着中国科学家成功突破了现
有技术无法克隆灵长类动物的世界难
题。

经过5年不懈努力，孙强团队成功突
破了克隆猴这个世界生物学前沿的难
题。通过DNA指纹鉴定，“中中”
和“华华”的核基因组信息与供体体
细胞完全一致，证明姐妹俩都是正宗
的克隆猴。

中国技术走在世界前列
1997年，克隆羊“多莉”的诞生成了
人们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随后，科
学家利用体细胞核移植技术克隆出了
猪、牛、羊、猫、狗等哺乳动物。也
有不少学者尝试与人类更加接近的非
人灵长类动物的克隆，但均以失败告
终。

图说：目前，姐妹两只克隆猴出生时间
分别为8周和6周
来源/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这两只克隆猴拥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名
字：“中中”和“华华”，象征着“
中华”。目前，两只克隆猴出生时间
分别为8周和6周，同普通的猴子一
样，能正常地生长。
《细胞》杂志主编埃米莉·马库斯表
示，这项成果将不仅为动物研究带来
革命性的变化，还会促进人类疾病治
疗新方案的开发。

作为受体的卵细胞，必须先把细胞
核“摘除”，才能容纳体细胞的细胞
核这个“外来户”。但是，猴的卵细
胞核去核难度非常大。孙强团队中，
博士后刘真是“去核”的主要操作
者。借助显微设备，刘真反复练习，
在最短时间内、用最小损耗完成“去
核”工作，为后续的克隆工作奠定重
要基础。

体细胞克隆猴的成功，将推动我国率
先发展出基于非人灵长类疾病动物模
型的全新医药研发产业链，促进针对
阿尔茨海默病、自闭症等脑疾病，以
及免疫缺陷、肿瘤、代谢性疾病的新
药研发进程。以我国科学家为主导的
灵长类全脑图谱计划的实施和灵长类
脑科学的前沿研究，将进一步使我国
成为世界脑科学人才的汇聚高地。

图说：克隆猴的简易流程图
来源/Cell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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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细胞克隆猴的重要性在于能在一年
内产生大批遗传背景相同的模型猴。
使用体细胞在体外有效地做基因编
辑，准确地筛选基因型相同的体细
胞，然后用核移植方法产生基因型完
全相同的大批胚胎，用母猴载体怀孕
出生一批基因编辑和遗传背景相同的
猴群。这是制作脑科学研究和人类疾
病动物模型的关键技术。

克隆猴子的过程显然不会像孙悟空吹
口气那么简单，细胞核不易识别、卵
细胞激活、体细胞克隆胚胎发育效率
低是科研人员需要翻过的三座“大
山”。

张哲瑞 联合律师事务所 Zhang & Attorney, L.P.
绿卡

体细胞克隆猴是在中科院战略性先导
科技专项“脑功能联结图谱与类脑智
能研究”的支持下，完全由中科院团
队独立完成的国际重大突破。该成果
标志着中国率先开启了以体细胞克隆
猴作为实验动物模型的新时代，实现
了我国在非人灵长类研究领域由国
际“并跑”到“领跑”的转变。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脑疾病模型猴的
制作将为脑疾病的机理研究、干预、
诊治带来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目前
绝大多数脑疾病之所以不能有效治
疗，主要的原因之一是研发药物通用
的小鼠模型和人类相差甚远，研发出
的药物在人体检测时大都无效或有副
作用。

攻克多项世界难题

日前，这一难题被被来自位于上海的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的科学家
攻克，他们率先利用体细胞核移植技
术克隆出两只猕猴，完成这一实验的
是以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
员孙强和博士后刘真为主的团队。

推动脑疾病新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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