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5月14日，阳江日报记

者一行来到百源旗下纳丽德工贸有

限公司总部进行参观，并围绕着企

业科技创新和转型升级等问题，对

总裁梁总进行专题采访。

        今年是纳丽德公司成立的第十

个年头，纳丽德用了十年的时间专

注于做专业的移动照明设备。而在

移动照明市场的状况可以用“ 百花

齐放”四个字来概括，在这个行业

里，既有几十年屹立不倒的老品

牌，也有十几年前呼风唤雨如今却

已被人遗忘的企业。在瞬息万变的

市场中，纳丽德仅用了十年时间就

迅速成长为行业翘楚，速度着实让

人惊叹。纳丽德能在如此短时间内

迅速崛起，原因何在？梁总指出，

“ 是纳丽德十年如一日对于自主创新的坚

持，是大量研发人员的心血，也是毫不吝

啬的研发资金投入。”

        虽然在过去十年间纳丽德取得了不俗的

成绩，但在庞大的全球LED市场中面对拥有

几十年发展历史的对手，纳丽德还处于“ 婴

幼儿时期”。“ 今年我们计划继续扩大研发

中心规模，招揽30多位大学生，引进更多先

进设备，确保进一步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

力，力争更快速的发展。”梁总满怀自信坚

定地说。

        

后记：该专题采访报道登上了2015年5月

24日《 阳江日报》的头版报道

                5月23-24日，在北京三里屯SOHO下沉广场举

行的声势浩大的户外嘉年华盛会拉开了2015年班夫

山地电影节中国巡展的帷幕。班夫户外嘉年华首站

北京启幕后，在6月6日-8月9日巡展期间，将相继

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个城市进行巡回展

映，届时26部精彩的户外纪录片将轮番上映，为大

家开启一次精彩纷呈的户外探险之旅。

         2015年班夫山地电影节中国巡展，更多精

        班夫山地电影节自1976年始至今，每年在加 彩，纳丽德期待与您共赏！

拿大班夫国家公园举办，她致力于弘扬山地文化

所蕴涵的创造性和探索精神，被公认为是世界上

最隆重、最具影响力的户外文化活动，被誉为

“ 户外电影的奥斯卡”。班夫山地电影节2010年

正式进入中国，每年将世界上最新最杰出的户外

题材的纪录片和其反映的生活方式展现给了中国

观众。

         班夫山地电影节所传达的对大自然的极致追

求和探索精神，与纳丽德一直倡导的追求极致和

勇于探索的企业精神不谋而合。作为中国户外移

动照明领导品牌，纳丽德也一直鼓励大家走出家

门去感知世界、触摸自然、畅享户外之乐。基于

此，纳丽德与班夫中国签约成为“ 2015班夫山地

电影节世界巡展荣誉赞助商”，鼎力支持班夫山

地电影节影展所有活动，致力于推动中国户外行

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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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源》是由广东百源实业有限公司主办的内部刊物，它以

提高企业凝聚力和竞争力为核心思想，以推动百源内部交流学习

为出发点，以推广百源及旗下子品牌、介绍部门动态、展现员工

风采、发布产品信息为主要内容，以信息丰富、资讯及时、版式

精美、互动参与为办刊诉求的百源人内部读物，是展现了百源企

业文化的载体，更是关注百源、了解百源、洞悉百源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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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30日（周六），第七届“ 纳丽         第七届“ 纳丽德杯”NEXTORCH 由来自广东工业大学的陈湘娜和蔡森

德杯”NEXTORCH未来手电设计大赛总 未来手电设计大赛，自4月15日至5月 矗两位同学组成的团队凭借《 Mouse-

决赛在广东工业大学成功举行。本次决 10日初赛期间，纳丽德共收到来自全 Touch》折冠。Mouse-Touch团队精彩

赛由十五支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队伍参 国高校学子的近百份参赛作品，评委 的演讲和展示，让评委和其他选手对

加，由纳丽德公司专家团队和广东工业 分别从“ 市场”、“ 技术”、“ 成 该作品印象十分深刻，产品定位清

大学专业老师组成专家评委，决出一、 本”、“ 专利”四个不同的维度对作 晰、外观独特与实物现场展示成为该

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共10名。 品进行评审，最终有15支参赛队伍脱 作品最大的亮点，更重要的是选手对

        纳丽德作为全球知名移动照明品 颖而出，挺进总决赛。 未来手电的设计不仅仅是设想，而是

牌，一直追求“ 技术创新、产品创新、         决赛现场，选手们围绕手电“ 安 用心去求证自己的想象，最终回归到

营销创新”三大创新，“ 创新”是驱动 全”、“ 创新”两大设计主题，将自 实际应用上。正如广工物理与光电学

纳丽德向前发展的动力，不断“ 创新” 己的“ 未来手电”设计方案进行精彩 院苏成悦教授所说的：我们每位选手

更是纳丽德始终坚持的信念和追求。纳 演示，并对专家评委的提问进行答 都不能只管想象和设计，应该大胆想

丽德深知高校学子蕴含的创新潜能，公 辩，选手们的作品构思大胆,创意十 象，小心求证！

司自成立之日起，就非常重视以科技竞 足：有外观可爱的小老鼠灯“ Mouse-          18:00左右，所有参赛选手展示完

赛为切入点的校企合作，2009年至今， 毕，最后由纳丽德公司人资总监老杨Touch ”，有对未来畅想“ 让光明无处

“ 纳丽德杯”NEXTORCH未来手电设计 宣布比赛结果，并对获得名次的作品不在的太阳能手电”,有独特小蛮腰造

大赛已经成功举办到第七届，每一届手 逐一详细点评。最后，老杨郑重承型“ 棱· 露营手电”，还有利用光进

电大赛都在不断的进步，本届手电大赛 诺：只要纳丽德公司还在,“纳丽德行通讯的“ 野外LED通讯手电”… …
无论是在赛事组织还是在赛事规模上都 杯”未来手电设计大赛就会一直举办一个个对未来手电畅想的新颖想法与

有了质的提升，参赛范围更是由整个广 下去，给全国高校学子提供更广阔的创意获得了在座评委的一致好评，也

州大学城扩展到全国高校，给学子们提 创新平台，深入激发广大学子的创新让纳丽德在场的设计团队深受启发，

供更广阔的平台，激发更多的创新潜 能力，进一步加强纳丽德公司与高校受益匪浅。

能！ 的校企合作。        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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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江日报记者在参观纳丽德手电生产车间

梁总在接受阳江日报记者的采访

        6月3日下午，为期5天的第七届纳户外论坛在美丽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低光战术概念引入第 行早训，舒活筋骨，抖擞精神，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

的上水水库圆满落下了帷幕。 一人，为进一步在国内普及和强化低光战术训练，纳 一天的活动中。

        本次纳户外论坛的主题是“ 战术手电的设计与应 丽德公司总裁梁兵携手国内各地低光战术领域专家，         活动第四天，进入纳丽德2015年下半年新品内部

用”暨纳丽德2015年下半年新品发布会，围绕如何更 经过一年多的深入交流和精心准备，决定合编一本专 发布会环节，产品管理经理联合设计师，为内销部、

好地设计和应用低光战术手电，进行激烈的研讨。本 业的低光战术培训教材——《 低光战术手电》，并在 品牌销售部的伙伴们，演绎了一堂堂精彩的新品推介

届论坛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全国各地低光战术领域的专 本届纳户外论坛启动了新书合编发布会。 会。梁总也不时客串一把，给力演示如何推销产品，

家，现场分享各自在低光战术手电应用方面丰富的经         纳户外论坛是纳丽德“ 体验和创新”的主要活动 引得销售部不断追加订单。

验，并现场进行多种战术防卫动作演示，最后提出对 之一，自2012年5月起，至今已成功举办了七届，活         6月3日下午16:30左右，第七届纳户外论坛· 上水

更高品质战术手电的需求和对纳丽德手电的深深期 动的组织不断创新和完善。结合本届纳户外论坛主 水库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落下了帷幕。告别秀美

许。与会人员在热情洋溢的分享与讨论中，激荡出更 题，本次活动还特别增加了一个活动环节：每天早晨 的上水水库，珍藏满满的论坛果实，期待下一届纳户

多的智慧灵感，碰撞出更真挚的友谊火花。 8:00，全体参会成员集合，在教官的带领和指挥下进 外论坛，再会！

第七届纳户外论坛·上水水库会议圆满结束



        在厨房大家族里，电饭煲相对于砂锅、高压

锅之类来说就要“傻 瓜”得多。既不需要什么高

食材：深的烹饪技巧，也不用繁杂得操作步骤，对于新

凤爪500g、豉油80g、八角1个、姜3片、葱花适手，它应该是最有亲和力的。电饭煲虽小，智慧

量、香叶1片可大呢，它不仅仅能煮饭煲粥，还能煮出各种美

做法：味的菜肴。懒人们有福了，一起来看看吧。

1. 凤爪洗净后用开水焯一下。

2. 凤爪比较长，砍成两段，鸡掌部分切成小块，

方便入味。食材：
3. 电饭锅中放入凤爪，豉油，香叶和八角，加一里脊肉100g、玉米1个、洋葱1/2个、番茄1个、马
点清水，按煮饭键即可。苏里拉芝士100g、面粉200g、牛奶250ml、酵母
4. 当电饭煲跳闸后再按一次，焖多15分钟即可。10g、油适量、盐适量、鸡精少许

做法：

1. 准备好食材。

食材：2. 面粉、牛奶、酵母，揉成面团，待发酵后，擀

牛肉200g、土豆2g、精盐、八角、香叶、桂皮、成饼状，大小和电饭煲差不多就行，用筷子扎

草果、草寇、茴香、酱油些洞洞，以便饼胚发的更好。

做法：3. 切洋葱，玉米剥粒，番茄切块，肉切丝。

1. 牛肉切块，用开水焯2分钟，去血沫。4. 肉丝、玉米粒、番茄、洋葱，入锅翻炒至七八

2. 土豆去皮后切滚刀块。分熟。

3. 把牛肉、土豆块、香料放入电饭煲内。5. 把电饭煲用油先热一下，然后放入饼胚。

4. 加入适量精盐，两汤匙酱油，少量茴香。6. 再在上面铺上炒好的馅料，最后铺上马苏里

5. 根据喜好放入草果、草寇和白芷，拌匀后煮拉。

30分钟即可。7. 按电饭煲煮饭键，等到自动跳闸，就可以出锅啦。

        人的一生之中会遇到无数或大或小令自己动容感 工作上的指导提示，关心问候，使我能够最快地融入

慨的事，也正是因为这些大大小小的感动，才让我们 到工作岗位当中。记得前两个星期，因为自己右耳朵

更有力量，让我们坚持前行，让我们在充满竞争、优 出现一些问题，导致暂时无法听见声音。一早来到公

胜劣汰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司，漫不经心的跟同事说起，却不料部门同事都很关

        能感动别人是件了不起的事，而被别人感动是件 心，特意在网上查找有没有相关的症状疗法，劝我早

幸福的事，我不敢说我经常做了不起的事情，但却时 点去就诊。部门经理知道此事也十分关怀，批准请假

常感到幸福。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年代，能畅所欲言， 司又怎能长远发展，最终危及的不单是自身，更是公 就医，事后还关心耳朵状况，这些小小的细节正汇聚

张扬个性、表现自我、信息畅通交流，这就是极其幸 司长远的利益。 起感动的源泉。我相信这些感动是相互的，除了个人

福的。而在这样幸福的年代常有令人感动的事情发         有这样一个故事：据说清代中期，当朝宰相张英 的自身修养外，也源于在百源这个有爱的大家庭里自

生，幸福自然也就加倍。 与一位姓叶的侍郎都是安徽桐城人。两家毗临而居， 然而然的情感表露。这些感动也是百源发光发热不可

        从呱呱坠地到牙牙学语，从背上书包上学堂到完成 都要起房造屋，为争地皮，发生了争执。张老夫人便 或缺的微量元素。

学业开展工作，身边存在无数让我感动的事。或是小时 修书北京，要张英出面干预。这位宰相到底见识不         在这里我也深知，作为设计文员，负责设计图纸

候无理取闹爸妈依然疼爱有加，或是课堂上老师的谆谆 凡，看罢来信，立即作诗劝导老夫人：“千 里家书只 的管理归档等工作需要很好的耐心和细心，需要不断

教导，或是校园里同学的微笑问好，或是初入职场前辈 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 地学习，而自己的工作主动性发挥的还是不够，对工

的温馨提示… … 无不让我受益匪浅，感动不已。 秦始皇。”张母见书明理，立即把墙主动退后三尺； 作的预见性和创造性不够，离上司的要求还有一定的

        初来百源，曾经担心过这里是不是氛围紧张，各 叶家见此情景，深感惭愧，也马上把墙让后三尺。这 距离，各方面能力尚需提升之处还有很多。为发展自

自打扫门前雪。其实不然，记得集体培训的第一天， 样，张叶两家的院墙之间，就形成了六尺宽的巷道， 身能力，也为了更好提高工作能力，在今后的工作和

人力部经理钢哥说道，人与人之间有很多微妙的关 成了有名的“六 尺巷”。“六 尺巷”的故事寓意很深， 学习当中，我会进一步严格要求自己，虚心向其他前

系，伴侣之间讲究的是爱，亲人之间讲究的是情，朋 堪称处理人际关系的典范。每次看到这个故事，都让 辈、同事学习，一定能够改正这些缺点，争取在各方

友之间讲究的是义，而同事之间讲的是“ 理”。俗话 我非常感动，都带给我新的启示。谦让和宽容是作人 面取得更大的进步。公司点滴的感动也将伴随着我今

说有理走遍天下都不怕，既然一家公司强调讲理，那 的准则，无论是朋友同事之间还是上司下属之间，都 后的人生道路，希望未来之路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么可以想象这家公司的氛围自然是轻松愉快的。公司 应该如此。         我相信，一家公司从最初几个人的雏形到现今几

给我们学习的机会，给我们发展的平台，我们遵照公         渐渐融入公司，这里的讲理谦让，同事之间的相 百人的港湾，除了上至管理层下至每位车间员工的坚

司的规章制度做好本职的工作，凡事有理有据，奖罚 互关心学习、以友相待，上司与下属之间的沟通融 持与努力，还需要人与人之间点点滴滴的感动。无论

分明，自然人与人之间便能谦让有礼，相处融洽。试 洽，敢想敢言，相互尊重无不让我感动，让我的工作 是让人感动还是被人感动，只要满怀希望，用心勤

想一下，在一家公司上班，如果同事间尔虞我诈，斤 更加有动力。作为设计开发部“ 稀有”的女生，这种 勉，在生活里乐观积极，工作上爱岗敬业、诚实谦

斤计较，人情冷漠，还怎能相互学习、合作创新，公 愉快的氛围更加凸显。部门的设计员都相当绅士，对 恭，你就会发现处处有感动、时时都幸福！

        天气湿热多雨，大米就会容易吸湿、发霉、

生虫，很头疼有木有？今天膳道教你2个存储大

米的小窍门，保证你家大米再也不生虫子。

Tip1：大蒜法

1. 准备一个干净的塑料桶，或者大饮料瓶、用

完的油桶等，清洗干净晾干水分备用。

2. 大蒜一半去皮，一半不用去。

3. 在塑料桶底部放上几颗蒜瓣，然后加入大

米，加入一半的时候，再放上几粒蒜瓣。

4. 放满大米后，上面再撒上几粒蒜瓣，把盖子

封紧。

注意：塑料桶要放在干燥阴凉通风处的地方。

这个方法，可以很好地存储大米，使其

不易生虫，对于家里存米量不多的小家

庭是很实用的。

Tip2：花椒法

1. 把大米摊开，在阴凉干燥的地方晾晒。存放大米的米

桶在太阳下暴晒1小时。

2. 准备好30g花椒，分装在一些煮茶包中。

3. 把晒过的米桶擦干净，底部四角各放入一袋花椒，然

后放满大米，在上面再加入几个花椒袋。

4. 最后也可以在米桶中放入两个竹炭包，用来吸潮气。

注意：米桶不能直接放在地上，要和地面有隔离层，以

免米桶吸湿地面潮气，这样大米容易潮湿发霉。

晒图集赞有奖晒图集赞有奖

        端午节，是中国的一个大节日。这一天，人们除了

包粽子寄托情感外，也会做很多美食来犒赏自己，而鳝

鱼就是很不错的一道菜肴。黄鳝，肉嫩味鲜，营养价值

高，产期在6～10月，以6～8月的最为肥美，可做成多种

佳肴美味，如红烧鳝片、油溜鳝片、油卤鳝松和鳝鱼火

锅等堂菜等，广受欢迎。今天，膳道教大家做一道砂锅

蒜子鳝鱼，各位吃货不要光对着图片流口水，自己动手

去做，去享受劳动的过程和品尝劳动的成果。

1. 烹饪带寄生虫的食物不要猛火快炒的方式，这样并

    不能百分百杀死全部寄生虫。

2. 步骤6是为了更好的去腥，也可以省略直接炸制。

3. 如果在市场杀好没及时处理，鱼肉口感会变差，而

   且还有血腥味和泥味，所以最好买回家处理。

美 丽 一 线

文/陈麒凌  摄影/张海明

黄鳝400-500克，蒜头三个，姜，小葱，料酒，醋，糖，鸡精，蚝油，生抽，胡椒粉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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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准备好黄膳和调料。 2/锅里放水，加葱白、姜
片、料酒、醋、盐煮微
开，关火。

3/用耐热塑料袋装黄膳，
放入步骤２准备的水
中，烫至鱼嘴开。

5/黄膳去内脏，切成5cm
的段。

有奖 答

        小时候，冯丽珊最害怕爸爸妈妈迟归。他们卖烤         从小到大爸爸都很宠爱冯丽珊，表现在容许她的任

鸭，是骑着摩托车到深山里的村子卖，一家人的生计 性，从来不勉强她。冯丽珊两岁的时候上街，看中一

都在这里，大风大雨的天气也要去。有一次打雷下 辆很昂贵的汽车玩具，哭着在地上打滚。爸爸把她提

雨，摩托车在山里坏了，爸爸和妈妈就披着雨衣推着 回家说没钱买，可是过了一会儿还是给她买回来了。

        眼神明亮的冯丽珊是阳江妹子，可是这个阳江妹 车一步步走回来，到家的时候已经晚上十点，浑身都 冯丽珊对读书兴趣不大，爸爸从来不给她压力，高中

子却不会说阳江话。 湿透了，这一幕冯丽珊现在说起来仍觉得心疼。 升学的时候她说不想念书，爸爸虽然觉得有些遗憾，

        冯丽珊的爸爸是阳江闸坡人，妈妈是肇庆长岗         其实，冯丽珊知道爸爸老想回阳江。他的土白话 但还是尊重女儿的意见。回到闸坡一年，经历了旅业

人。冯爸爸年轻的时候做水电工，跟着施工队到处 一直说不好，带着阳江口音，他最爱吃的食物总是鱼 服务员、大排档服务员等工作的冯丽珊厌倦了，她想

走，走到长岗镇的时候，遇见了一个美丽的姑娘，然 和白粥，他骑着摩托车去卖烧鸭时，乡亲们总是笑着 到阳江城里进厂打工，稳稳当当不想太辛苦。爸爸想

后他就不走了。你当然能猜到，那个美丽的姑娘就是 说“ 阳江佬又来了”。每当清明节回乡，或者回去喝 了想，也同意了。不过他这想一想，是决定辞掉自己

冯妈妈。 亲戚们的喜酒，事后他总要花很多时间说起阳江，风 在闸坡大排档的工，到阳江找了一份保安的活儿，他

        他们结婚后也曾短暂地归乡，冯丽珊就是在闸坡 景啊美食啊亲友啊，唠唠叨叨地反反复复说。要是电 说让女儿一个人在阳江无依靠，不放心。这就是爸

生 的。可当时因为没人帮忙带小孩，工作也不好找， 视上有一点关于阳江的新闻，他又开始说阳江的变化 爸，他容许你任性，也同时张开手臂守护着你任性。

爸爸只得随妈妈回到肇庆长岗镇，开始只想着住一阵 大说阳江多好多好，大家只是听听，对于儿女来说，         他们又搬家了，在阳江新租了房子，带着床铺锅

子，没想到一住就是二十年。二十年里，冯丽珊添了 生长在肇庆说的是土白话身边是从小到大的同学朋 碗电磁炉。有爸爸在的地方就不是异乡，冯丽珊觉得

个弟弟，家里盖起了两层房子，而爸爸的营生也从水 友，故乡是太远而无法产生共鸣的词。所以小时候很 踏实。每天早上爸爸无论多忙都买好菜，只要不值班

电工、修单车、补车胎做到卖烤鸭。 多次，当爸爸试探着询问他们的意见“ 回阳江好 一定做好饭菜等女儿下班，加班晚了爸爸会在路上接

        冯丽珊记得很清楚，那时自己读小学，爸爸每天 吗”，大家总是摇摇头说不好不想转学。 她，有次冯丽珊不小心把502胶水弄进了眼睛，也是爸

早上5点钟就骑着摩托车去取鸭子，来回两个小时。爸         冯丽珊长大了，爸爸却越来越老，他的体力已经 爸及时赶回送她去医院。——爸爸在真好，什么也不

爸每次取货最多二十只，多了不好卖。冯丽珊放假的 不能胜任下乡卖烤鸭的活计，只好在家门前开了一个 用担心，什么也不用害怕。

时候，洗鸭子就是她的工作，小女孩不嫌脏，也不觉 汤粉早餐档。汤粉不好卖，爸爸的思乡病越来越重，         冯丽珊也用自己的方式爱着爸爸，她努力工作，

得累，一桶桶地从自家井里汲水。肇庆冬天下霜，冬 有时候说梦话都在说阳江话。这时候闸坡的堂姐打来 希望自己有能力让他也“ 任性”。爸爸曾经想买一辆

天里洗鸭子小手冻得红红的，可是她觉得很开心，因 电话，要他回来帮忙开大排档，爸爸高兴地答应了。 三轮摩托车搭客，冯丽珊二话不说拿出积蓄给他买，

为自己可以帮爸爸做事，冯丽珊很爱爸爸，因为“ 爸 已出来工作的冯丽珊这次没怎么犹豫，也决定跟着父 虽然后来这车并没有派上用场，她也觉得没关系，反

爸对我很好”。 母回阳江，一是对老家的新环境充满好奇，二是希望 正爸爸高兴就行。爸爸梦想在闸坡买房子，冯丽珊就

        洗干净的鸭子浸在大盆里入味，浸得差不多了， 爸爸开心，他想回家都想二十年了。2012年2月，冯丽 把每月大部分的工资上缴给他存着。爸爸是个节俭的

就挂到地下室的烤炉烤。冯丽珊画了一张图，告诉我 珊全家回乡，从长岗到罗定到白沙再到闸坡，整整坐 人，衣服穿旧多年也不舍得扔，冯丽珊给他买新的他

哪里加炭火，哪里挂鸭子，哪里掀笼盖。烤鸭子的时 了一天的汽车。可爸爸一点都不累，一下车就赶去堂 还不喜欢，说，“ 乱花钱，有钱就给我存着。”冯丽

候，地下室里油烟滚滚，可是鸭子烤好了，掀开笼盖 姐的大排档上班了。 珊以后就只给他钱，让他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的时候，满屋里都是香味，香得让人流口水。只是再         冯丽珊欣喜地看到，回乡后的爸爸说话多了，胃         父亲节快到了，冯丽珊是这样盘算的，加菜，买

香也不能吃，除非这时候有人来买，买了一大半，剩 口好了，他喜欢晚上和老朋友们去吃点夜宵，因此人 一只鸡做白切鸡，一条鱼清蒸，一条排骨做甜酸，还

下的鸭头脖子和鸭脚，孩子们才可以公然地享用。而 也长胖了。他开始教女儿说阳江话，让她尽快地入乡 有猪骨头煲红萝卜，还有纯生啤酒。到那天，妈妈回

更多的时候，他们必须等到晚上，爸爸妈妈卖剩下 随俗，可是冯丽珊总是说不好，于是父女俩的对话常 来，弟弟也回来了，爸爸最开心的事就是一家人坐在

的、已经冷掉了的烤鸭，作为晚饭的加菜才可以随便 常是一个说阳江话，一个应肇庆土白话，让外人觉得 一起吃饭。

吃。 好奇怪。冯丽珊终于能明白爸爸当初的感受了。         而爸爸开心，才称得上父亲节快乐。

冯丽珊：爸爸在哪儿，哪儿就是家

个人档案：冯丽珊，女，1991年生，广东阳江人，电筒装配组操作员

4/黄膳捞出过凉，去掉黄膳
表面的黏膜。

6/取锅，加料酒、醋各5ml，
煮开，放入黄膳焯水３分
钟，取出沥干水。

7/取锅，倒入250ml调和油，
８分热时加入黄膳炸３
分钟，取出沥干油。

8/用把生抽、蚝油、糖、
料酒、水、鸡精、醋按
平常使用量调匀备用。

10/放入鳝鱼，倒入调好汁
料，焖煮３分钟。9/砂锅烧热，放一勺油，

小火把蒜头煸黄。

砂锅蒜子鳝鱼

材 料

做 法

简 介

小 贴 士

        拍下你心中美味的晚餐，分享至你的微信朋友圈，

附上文字：我正在参加膳道晒美食集赞活动，请为我点

赞吧（后可附近其他语言），并把集赞的截图发送至膳

道官方微信（膳道），集赞最多的将可获得膳道提供的

灵动保温玻璃水瓶一个。

集赞奖品：膳道灵动保温玻璃水瓶（耐得了高温，抵得

住低温，带得去运动，上得了办公室，是居

家旅游必备好瓶）

答题路径：将集赞的截图发送至膳道官方微信（膳道）

上期答案解密：C

思路：每张图片左右对称，且右边部分是数字1、2、3、

4，故C项符合

膳道不锈钢肥皂获得者：包利青。

集赞奖品：

集赞奖品：

思路：

晒图集赞有奖晒图集赞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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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豆 炖 牛 肉

你礼我让，你友我恭
——公司最让我感动的事

冯晓丹

豉 香 凤 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