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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学习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 7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习近平 

（2015 年 9月 3 日） 

 

全国同胞们，尊敬的各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代表，尊敬

的各位来宾，全体受阅将士们，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是一个值得世界人民永远纪念的日子。70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经

过长达 14 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和平的阳光再次普照大地。 

在这里，我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向

全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爱国人士和抗日将领，向为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作出重大贡献的海内外中华儿女，致以崇高的敬意！向支援和帮

助过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外国政府和国际友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参加今天

大会的各国来宾和军人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

步和反动的大决战。在那场惨烈的战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

持续时间最长。面对侵略者，中华儿女不屈不挠、浴血奋战，彻底打败了日本

军国主义侵略者，捍卫了中华民族 5000 多年发展的文明成果，捍卫了人类和

平事业，铸就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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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这一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

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这一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

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这一伟

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

火重生的新征程。 

在那场战争中，中国人民以巨大民族牺牲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

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也得

到了国际社会广泛支持，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各国人民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的

贡献！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 

经历了战争的人们，更加懂得和平的宝贵。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就是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

创未来。 

那场战争的战火遍及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军队和民众伤亡超过 1

亿人，其中中国伤亡人数超过 3500万，苏联死亡人数超过 2700万。绝不让历

史悲剧重演，是我们对当年为维护人类自由、正义、和平而牺牲的英灵、对惨

遭屠杀的无辜亡灵的最好纪念。 

战争是一面镜子，能够让人更好认识和平的珍贵。今天，和平与发展已经

成为时代主题，但世界仍很不太平，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人类头上。

我们要以史为鉴，坚定维护和平的决心。 

为了和平，我们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

争，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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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正道。世界各国应该共同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

和国际体系，积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共同推进世界和平

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为了和平，中国将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无

论发展到哪一步，中国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会把自身曾经经

历过的悲惨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中国人民将坚持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

坚决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努力为人类作出新

的更大的贡献。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全军将士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根本宗旨，忠实履行保卫祖国安全和人民和平生活的神圣职责，忠实执行维护

世界和平的神圣使命。我宣布，中国将裁减军队员额 30万。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为

之努力。中华民族创造了具有 5000 多年历史的灿烂文明，也一定能够创造出

更加灿烂的明天。 

前进道路上，全国各族人民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弘扬伟大的爱国主

义精神，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万众一心，风雨无阻，向着我们既定的目标继

续奋勇前进！ 

让我们共同铭记历史所启示的伟大真理：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摘自西电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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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简讯 
1、陈治亚郑晓静等学校领导看望慰问抗战老战士老同志  
9 月 3日上午，党委书记陈治亚、校长郑晓静院士、党委副书记龙建成、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蒋舜浩、校长助理高新波等校领导，前往北校区家属院分

别看望慰问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抗战老战士老同志，向其颁发了“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胜利 70周年纪念章”。 

这些老同志是：曲克泮、刘文性、雍新民、蒋炳煌、周橹、王范秀、王铭

慈、刘惠、王德明、梁广一、邓斌、李永生、葛仕民、井连庚、梁庭佐、朱金

旺、史麦青、徐江贤、郇盛之、高义芳、潘安学、张祥臻、黎楠、高荣祥、刘

松林、王人东、罗江河、马国英等。 

每到一个老同志家中，学校领导都送上鲜花、慰问卡和慰问品，亲自将抗

战纪念章为老同志佩戴在胸前，与老同志合影留念，并代表学校向老同志致以

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 

在 91 岁的王铭慈老人家中，陈治亚关切询问了老人的身体健康、生活起

居情况，特意穿上军装的王老师对陈治亚说到：“感谢你们来看我，今天是抗

战胜利七十周年的纪念日，我要把纪念章献给所有牺牲的烈士，功劳都是他们

的，是他们的牺牲才换来了今天。”她还说到，自己昨天去看了那些烈士们的

家属，把国家给的 5000 元补助分成每份 200 元送给了他们。在场的每一个人

深深地为她老人家的这种精神所感动。 

1939年参加抗战、今年 97岁的老人黎楠握着看望她的校长郑晓静院士的

手感慨地说：“当年参加革命的战斗经历让人终生难忘，那段岁月也让人懂得

了和平的宝贵，我们应该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郑晓静表达了老

同志为抗战做出贡献的真诚感谢，并嘱咐老同志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最后，

黎老师邀请大家在她百岁寿辰时来家里做客。 

据了解，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自 1931 年建校以来，无数西电人曾为抗战贡

献了自己的力量，本次共有 30 名老同志获得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

委颁发的纪念章，其中健在者 28人。 

党政办、组织部、宣传部、人事处、离退休工作处相关负责人参加了慰问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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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电隆重举办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主题展览 

9 月 6日上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在南校区图书馆圆厅隆重举办庆祝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党委书记陈

治亚发表讲话，开幕式由校长郑晓静院士主持。 

党委副书记龙建成，副校长陈勇、杨银堂、张培营，党委副书记、纪委书

记蒋舜浩，总会计师刘延平，抗战老战士代表、职能处及各学院负责人、离退

休老同志代表、学生代表、教职工代表、书画作者代表等共四百余人参加了开

幕式。 

校党委书记陈治亚说，西电的前身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先后培养

无线电技术人员 3800 余人，为革命军队的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障和

战略支撑。西电抗战老前辈们身上承载着的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是一笔巨大

的精神财富和无形的文化遗产，更是我们珍贵的资源宝藏。我们要继续继承和

发扬老一辈西电人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抗战精神，凝神聚力、奋发有为，以

实实在在的成绩告慰逝去的抗战英烈，共同推进学校更好更快发展！ 

校长郑晓静院士说，西电从红军长征中走来，受到延安精神的滋养，参与

到抗战的第一线，抗战精神始终贯穿于西电人的精神主线之中，从未间断。举

办这样一个纪念活动，就是要在缅怀革命先烈的同时，进一步激发广大师生员

工爱国爱校情怀，激励全校上下进一步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抗战精神，同心同

德、团结奋进，为创建特色鲜明的一流大学而努力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据了解，此次展览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伟大的胜利，共 25块展板，

主要是中国抗日战争历史概览，反映中国抗战的历史概况和伟大的抗战精神；

第二部分光辉的历程——西电与抗日战争，共 58 块展板，主要反映西电在抗

战时期的办学历程、历史贡献和革命精神；第三部分是弘扬抗战精神——抗战

主题书画展，共展出书画作品 88幅，反映西电师生的爱国爱校情怀。 

本次展览除在南北图书馆展出外，同时以网络和橱窗的形式开展展览活

动，展览将持续到 10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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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电学生赛艇队参加 2015 国际名校赛艇挑战赛 

8月 19日至 22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大学生赛艇队参加了 2015国际名校

赛艇挑战赛暨世界名校文化交流活动。来自美国耶鲁大学、英国伦敦大学、荷

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意大利帕维亚大学、德国麦克米迪亚传媒大学、新西兰奥

塔哥大学、加拿大女王大学、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中国武汉大学、第四军医

大学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国内外 11支国际名校赛艇队在中国武汉东湖磨山

风景区水域上一展中流击水风采。西电赛艇队经过短短二十天的暑期集训，在

800米男子 8人单桨有舵手直道决赛中取得优胜奖。 

4、西电举行 2015 级本科生开学典礼暨军训汇报大会 

9月 5日上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015级本科生开学典礼暨军训汇报大会

在南校区硬化操场隆重举行。党委书记陈治亚深情寄语青年学子，勉励他们从

改变自己开始，用知识和德行助力未来规划的实现。校长郑晓静院士检阅了新

生军训方队。开学典礼由党委副书记龙建成主持。 

副校长郝跃院士、陈勇、杨银堂、张培营、李建东，党委副书记、纪委书

记蒋舜浩，总会计师刘延平，校长助理高新波、郑大远，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

学院政委周建新大校、边防学院副院长杨阳大校、学校选培办郑军大校，边防

学院学生军训教研室主任刘法语上校、李新柱大校、相关特邀嘉宾、各学院和

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以及全体新生和参训干部教官参加了开学典礼和汇报大

会。 

5、西电学子获 OpenHW 开源硬件与嵌入式计算赛特等奖 

7月 11日，“OpenHW 2015 开源硬件与嵌入式计算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北

京邮电大学举行。由西电史江义教授和马佩军教授带队，微电子学院 14级硕

士研究生余文哲、李钊以及计算机学院 14级硕士研究生齐赫同学所组成的参

赛队在决赛中表现突出，参赛作品“基于 Zynq的异构计算加速系统”勇夺本

届大赛特等奖。 

6、8 月 22 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加拿大校友会在多伦多成立 

 

（以上内容摘自西电新闻网） 



 8 

处工作动态 
1、根据学校党委的安排和要求，6月 25日下午，离退休党委“三严三实”

专题报告会在离退休人员活动中心举行，离退休党委书记车纯作了《以“三严

三实”要求自己，坚定政治信念，转变工作作风》为主题的的专题报告，离退

休工作处领导班子、“两委”委员、党支部书记共 50人参加会议。 

2、6月 29日，离退休党委在离退休人员活动中心召开党员代表大会，选

举产生了参加学校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 45 名离退休代表，为参加校第十二

次党代表大会做好了准备。 

本次离退休代表的选举，采取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办法，从代表的酝酿

提名、初步人选名单的确定、代表候选人选的征求意见，都充分发扬民主，广

泛听取各方的意见，坚持按程序要求，经过三轮的反复酝酿和推选，最终从 54

名侯选人中选举产生 45名正式参会的代表人选。 

3、7月 1日下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纪念建党 94周年党支部工作经验交

流暨表彰大会在北校区大礼堂召开。离退休党委 1-6号楼党支部获评“先进党

支部”，胡春彦获评“优秀党支部书记”，王铭慈、刘嘉华、张宣华等 3名党员

获评“优秀共产党员”。 

4、在由省委老干部局、省老教授协会学联合举办的以“铭记历史、缅怀

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为主题的纪念抗战胜利 70周年老教授书画展中，

我校王和平同志获得一等奖，马永棣、牛延祉、卢敏等三名同志获得二等奖，

王熙钲、刘嘉相、聂梦琪、马山锁、王幼伟、张晓蓉等六位同志获得三等奖；

我校同时获得组织奖。 

5、7月 9日，离退休工作处副处长王渝秦，带领退休职工科工作人员，走

访慰问了我校在长安区居住的 10位退休职工，送去学校的关心和问候。 

6、6月 11日，2015离退休人员象棋比赛在离退休人员活动中心举行，共

有 56人参加了比赛。 

7、5月 27日下午，离退休工作处和校医院共同举办了以“普及科学就医，

享受健康人生”为主题的健康知识讲座。校医院副院长李平平及相关工作人员

参加讲座。离退休各党支部书记、委员，各楼楼长及部分离退休人员 150多人

应邀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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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委员会致抗战老战士的一封信 

 

尊敬的抗战老战士： 

你们好！ 

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学校党委

代表全校广大师生员工向你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殷忧启圣，多难兴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向我东北发起疯狂

进攻，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意在灭我中华的全面侵略战争。面对亡

国灭种的危局，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引下，国共两党的抗

日官兵，全国各族、各界人民，台港澳同胞及海外华侨，同仇敌忾、共赴国难，

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长达 14 年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完全胜

利，谱写了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光辉篇章，开启了

中华民族由近代以来陷入沉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新纪元。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民族危亡之际，你们抱着保家卫国的高度历史责

任感，毅然投身抗战，奋勇杀敌，用鲜血和青春铸就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人生

光辉历程，为民族的解放、世界的和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你们将与这场

伟大的战争一起永载光辉史册，流芳千古！ 

薪火相传、精神永存。在抗日战争中，你们与无数中华儿女用鲜血和生命

凝铸出伟大的抗战精神，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万众一心、共御

外侮的大局意识，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必

胜信心。这些精神是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我们将大力弘扬由你们参与创造的伟大抗

战精神，凝聚全校师生员工的力量，坚定理想信念，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和昂扬

的奋斗精神，投入到学校和国家的建设事业中去，为实现我们的共同梦想而不

懈奋斗。 

那场全民族浴血奋战得来的胜利已经 70 年了。你们经历了九死一生后依

然坚忍地活着，这可以说是另一场胜利！时间之殇镀上荣光，让我们的纪念和

敬礼有了寄托！衷心希望你们多多珍重，健康长寿，阖家幸福！ 

中共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委员会 

2015年 9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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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退休文苑 
 

《今天我好高兴》 

王铭慈 

   今天我好高兴，上午 8点 30分

学校領导给我戴了纪念章，接着看了

阅兵，心情很激动，受鼔舞促奋进，

让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

和平，开创未来。尽心尽力吧！            90岁抗战老战士王铭慈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有感》 

西安的夏季，雨水较多，隔几日便会下一场，虽然都不是很大，但在燥

热的夏日里，却能给人带来一阵凉爽。昨日看到一则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为主题的征文启事，适逢夏雨又至，听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风雨声，心有所

触，随记下如此文字，感而慨之。 

 

风雨潇潇战马嘶，易水壮士利剑擎， 

长啸一声向倭寇，洒酒千行祭英灵； 

军民浴血八年整，胜利之日钟鼓鸣， 

卢沟桥头雄狮吼，赞我中华盛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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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 70 周年书画展作品欣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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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 从 今 夜 白 

徐好 

秋天分娩了白露，古人说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二候玄鸟归，三候群

鸟养羞。前面两句都好理解，说鸿雁和燕子都要南迁避寒了。可是什么是“养

羞”？原来“羞”等同于“馐‘，养则是收藏，”群鸟养羞’是说天气一天比

一天凉，百鸟把食物储蓄起来，准备过冬了。 

到了白露，庄稼人也忙碌起来，地里胖胖的南瓜和东瓜正待收起，玉米老

了要收了，八月白的毛豆也要担回家，番薯和芋艿，该起地的起地，豇豆、四

季豆、韭菜花得赶着摘下来晒成干，蔬菜青黄不接的时候，它们都可能成为餐

桌上的台柱子。不热不凉的白露天，干活最趁早。 

当然，白露的触点不单是收的丰盈，还是诗意的。 

从先秦的诗歌源头，溯流而下，唐风宋韵里，都为它动情的吟哦一一“蒹

葭苍苍，白露为霜”，“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站在诗歌平平仄仄的台

阶上，让我们对秋天充满热望。 

露是真的白了，凉而稠密的露白乎乎的，仿佛天上的星星，忽闪忽闪落到

凡尘。在花心里打滚，草尖上滑滑梯，荆榛丛芒间跳跃，与泥土拥吻。火柴梗

细的小草，有白露环佩叮当，也是好看的很呐。可白露存在的时间很短，太阳

一出来就走了，不能兼容苏醒的躁动。白露不是雪，不是雨，不是雾，不是我

们低头不见抬头见，灵光一现，虚幻得像诗。正如我们枯燥的心灵需要诗的沐

浴，瓜果的香甜，花朵的芬芳，稻子的丰盈，树木的葱茏，哪个离得了露的润

泽。 

白露的德行是谦卑，谦卑到默默无闻，润物无声。早晨去校园竹园林里找

鞭笋，不消一刻，竹叶上的露，拂了我一头。仿佛在说，你碰到秋天啦，还不

好好看一看。《徒然草》中载有一段对话很有意思，一人说世上最美的东西是

月亮；另一人则说，比月亮更美的是露水。大美都很素洁，没有多余的装扮。 

活着，要把心整理的很舒坦，很熨帖。花容、月貌，露滴滴，我们眼睛和

心灵需要多多收藏这些美好，丑陋的东西就进不来了。 

（摘自读悦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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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唐诗宋词的秋天里 

 

转眼又到 9月，天气没有那么酷热了。每一次的雨下，感觉总要又凉爽一

次，似乎秋的脚步正轻轻地走来。初秋，是一个思念的季节，想问候一声远方

的朋友，送去一份深藏已久的关心。最美的秋天，在唐诗宋词里。 

《秋登宣城谢眺北楼》 

唐·李白 

江城如画里，山晓望晴空；雨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 

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 

 

《秋雨中赠元九》 

唐·白居易 

不堪红叶青苔地，又是凉风暮雨天；莫怪独吟秋思苦，比君校近二毛年。 

 

《秋词》 

唐·刘禹锡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试上高楼清入骨，岂如春色嗾人狂。 

 

《初秋》 

唐·孟浩然 

不觉初秋夜渐长，清风习习重凄凉；炎炎暑退茅斋静，阶下丛莎有露光。 

 

《秋波媚》 

宋·陆游 

七月十六日晚登高兴亭望长安南山 

秋到边城角声哀，烽火照高台。悲歌击筑，凭高酹酒，此兴悠哉！ 

多情谁似南山月，特地暮云开。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来。 

                                        （摘自读悦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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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燥 
秋燥是人在秋季感受燥邪而发生的疾病。病邪从口鼻侵入，初起即有津气

干燥的症状，如干咳少痰、鼻咽干燥、皮肤干燥等。燥有偏于寒，偏于热两种

不同的性质，秋燥是外感六淫的病因之一，人体极易受燥邪侵袭而伤肺，出现

口干咽燥、咳嗽少痰等各种秋燥病症，临床上分为“凉燥”、“温燥”二种类型。

食疗蜂蜜梨水可以治疗秋燥。 

凉燥 

感受秋凉燥气而发病，即秋燥之偏于寒者，临床表现初起头痛、身热、恶

寒无汗、鼻鸣鼻塞，类似感受风寒，但本病有津气干燥的现象，如唇燥溢干、

干咳连声、胸闷气逆、两胁窜痛，皮肤干痛，舌苔薄白而干等症，是肺受寒燥

之邪、津液耗损而出现的寒燥症状。表证偏风寒，津亏铰轻，舌红苔薄白，脉

浮数。 

温燥 

感受秋季天亢旱燥气而发病，是秋燥之偏于热者为温燥。临床上表现初起

头痛身热、干咳无痰，咳痰多稀而粘、气逆而喘、咽喉干痛、鼻干唇燥、胸闷

胁痛、心烦口渴、舌苔白薄而燥、舌边尖俱红等症，是肺受温燥之邪，肺津受

灼而出现的燥热症状。表证偏风热，津亏较重，甚化热伤络，胸痛咯血，舌红

苔黄，脉细数。 

食疗秋燥  

 部分秋季食物  

 海藻——海藻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纤维素、维生素和矿物质。而海苔更

是含有丰富的可溶性纤维藻糖酸，可以保护人体免受放射线的伤害。 

  水果——秋梨是很好的秋季水果，对于止咳、去燥有很好的疗效。  

 大蒜和洋葱——大蒜和洋葱能够使人精神畅快，增强人体免疫力。大蒜

具有降低胆固醇的功能，常吃大蒜和洋葱会还可使人体呼吸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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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付秋燥的排毒去火菜： 

 豉香苦瓜   

原 料：苦瓜、豆豉、葱、辣椒、鸡精、白糖、醋、盐  

做法：  1、苦瓜去籽切条，用盐煞一下   

2、锅内做油，煸香豆豉、干辣椒段，放入苦瓜加盐、糖、鸡精、醋调味

翻炒均匀出锅即可。 

  川贝炖秋梨   

取秋梨 1只，挖去核后，填入川贝母粉 5克，加冰糖 10克，加水适量，

文火炖熟，吃梨喝汤。秋梨性凉、味甘微酸，具有生津、润燥、清热、化痰的

功效。此炖梨对于痰热、咳嗽的患者疗效最佳。  

 野菊蜂蜜饮   

取野菊花 5～10克，蜂蜜适量，开水泡服代茶饮。野菊花性味辛、苦、凉，

具有疏风清热、消肿解毒的功效。常用于风热感冒、肺炎、白喉、胃肠炎、高

血压以及疮疔等皮肤病。蜂蜜性味甘、平，有补中益气、润燥止咳、解毒止痛

的作用，是历代医家秋季防燥滋补的首选天然食品。两者冲饮，清热解毒、养

阴润燥有良效。  

 墨鱼鸡汤  

 原料：小墨鱼 2只、老鸡半只、香菇 5朵、大葱 1段、老姜 4片、料酒

一汤勺、盐和葱花适量。  

 做法：  1、将小墨鱼冷水泡发 60分钟，去掉杂质,切成丝备用；香菇泡

软后清洗干净，对切备用； 

  2、把鸡剁成块后清洗干净，在沸水中煮开，沥干水分； 

  3、锅中油 5成热后，放入鸡块、料酒、姜块，大火炒出鸡油；将炒好

的鸡块放入炖锅，加入半锅开水、墨鱼、香菇，大火煮开，转小火炖 2小时；  

 4、起锅时放入盐和葱花调味。  功效：鸡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具有强

身健体、温中补脾，益气养血，补肾益精的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