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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上的灵芝孢子粉很多，若论吃起
来有苦味的，大概也就寿仙谷去壁灵芝孢
子粉和渊健“野生”灵芝孢子粉等极少数几
种。

寿仙谷去壁灵芝孢子粉为什么苦？据
介绍，若把灵芝孢子粉比作山核桃，其他公
司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好比手剥山核桃，而他
们卖的是去除壁壳后的核桃仁，因此有效成
分——灵芝三萜含量更高，它的苦味就能够
被尝出来。

那么，渊健“野生”灵芝孢子粉只是破
壁，没有去壁，为什么也能尝到苦味？前些
天，渊健药业质检人员一次不经意的检测，
或许能帮我们揭开谜题。

渊健药业跟浙江农业科学院合作，在龙
泉一片天然林区培育了50多亩的林下野外

灵芝，这些灵芝没有大棚的保护，暴露在树
木茂盛的山间野外，除灵芝孢子粉收集前两
月，需要用小棚遮风挡雨外，其余多数时间，
它们与杂草树木共生，生长环境和方式几乎
跟野生灵芝一样。

前几天，渊健药业质检人员临时起意，
给林下野外的灵芝做了一个含量检测，分别
取了两个样品，一个是灵芝芽，一个是成熟
的灵芝片。

结果显示，两个样品灵芝多糖跟大棚灵
芝相差无几，灵芝三萜却远远超出预期：三
萜含量药典标准为0.52%，灵芝芽三萜含量
为3.15%，是标准的6倍，灵芝片三萜含量
为2.32%，几乎是标准的5倍。

工作人员说，椴木栽培的大棚灵芝三萜
含量也会比药典标准要高，但很少超过2

倍，两个野外样品的含量之高，令他们也颇
感意外。经分析，灵芝是菌类，喜欢在空气
湿润，负氧离子高的环境中生长。这片基地
有点像森林公园，树木参天，空气清新，特别
适合栽培灵芝。

灵芝孢子粉是灵芝的种子，要想“孩子”
好，“妈妈”的基因很重要。工作人员判断，

“野生”灵芝三萜含量高的特性，多少会遗传
一些给孢子粉，导致“野生”灵芝孢子粉的口
感跟大棚灵芝孢子粉有明显差异，吃起来略
带苦涩味。

一般来说，“野生”灵芝要比大棚灵芝更
苦，检测发现营养成分也更丰富。渊健公司
推测，作为灵芝的种子——“野生”灵芝孢子
粉的营养成分估计跟大棚产品也有差异。

记者 周皓亮

灵芝的三萜含量是药典标准5倍
一次检测，揭开“野生”灵芝孢子粉苦味之谜

2020年渊健“野生”孢子粉预订已经开始，规
格为 2 克×250 包，零售价 2750 元，预订价 2500
元。现在预订送灵芝500克。另外，渊健野生灵芝
孢子粉60克装买两盒送一盒，再赠灵芝丁两罐。

渊健生产的大棚破壁灵芝孢子粉，采用中药
饮片质量标准，2 克×100 包礼盒装厂房直供价
680元，单价3.4元/克，买一盒也送灵芝丁两罐。
咨询电话：87228361，地址：海曙区永寿街6号

渊健“野生”
灵芝孢子粉预订

在山间野外栽培的灵芝，
样品检测发现三萜含量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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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这次疫情对中国电影行业产生
了巨大的冲击。原来在影院看电影已经成为人
们娱乐休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过去的半年
里，这件寻常事却变得困难重重。所以作为电
影人，能再次回到电影院，我感觉很幸福。”王瑞
说，希望以后的日子也能够像《白云之下》的标
语“拨云见日”一样，“从此都能好起来”。

对于宁波观众来说，《白云之下》是疫情之
后第一个来甬路演的电影团队，而对《白云之
下》来说，宁波也是片方全国路演的第一站。为
此，制片人包世宏解释道，吸引他们将宁波作为

“始发地”的理由很简单：宁波的影院“复工做得
太好了”。“我们刚刚参加完上海国际电影节，把
宁波当成第一站，不仅因为方便，更因为这里电
影行业‘复苏’速度之快是全国少有，很多电影
院都重新开放了，和我们的配合度也非常好。
相信从这里起步，我们会有一个很好的开始。”

宁波影都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随着我
市影院的进一步复工以及新片和复映片的陆续
上映，近段时间整体的观影氛围又提升了不少，
票房也在持续增长中，相信8月份整个大环境
会进一步改善。

据悉，《白云之下》定档7月31日，
而即将到来的8月，集结了多部中外大
片。记者从猫眼电影的排片信息上了
解到，目前定档8月的影片已经达到30
部，其中多数为新片。

“最近比较值得期待的是定档8月7
日上映的好莱坞大片《1917》。这部影片
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今年2月拿了
3座奥斯卡小金人，早早就积累了不少关
注度，绝对是重磅。”宁波百老汇影城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此外，同样在8月7日上
映的还有剧情片《极速车王》。由威尔·史
密斯主演的好莱坞动作电影《绝地战警：疾
速追击》也已正式定档，将于8月 14日公
映。此外，由宁波人徐展雄导演的国产爱情
电影《荞麦疯长》定档七夕节。

重映片中，观众非常熟悉的《哈利·波特
与魔法石》将于8月14日重回大银幕，科幻悬
疑大片《灭绝》也在复映名单之列。不过影院
方面也提醒消费者，具体影片和上映时间还是
要以排片计划为准。

记者 黎莉 实习生 应芷绿

宁波昨迎来
疫后首部电影路演
8月还有这些大片值得期待……

昨日是电影《白云之下》全国公映的前一天，众主创来到宁波多家影院和观众见
面。该片由中国第六代导演王瑞执导，曾获去年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艺术
贡献奖。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宁波自疫情后迎来的第一个电影路演活动。

《白云之下》由吉日木图、塔娜主演，讲述了一对牧民夫妻因选择留在草原安稳度
日还是远赴城市体验繁华而产生分歧的故事。情节虽然简单，却能引人深思。而对于
影片能赶在原计划时间和观众见面，导演王瑞坦言还是比较幸运的。

《白云之下》主创在甬路演。记者 黎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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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将重映。 《1917》是8月重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