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我到你 
  

Sat Naam 和来自荷兰⻢斯特里赫特的问候! 

  

我们度过了一个多么奇怪的夏天啊！我很怀念夏天里的大型 3HO 社区聚会--新墨西哥州的夏至 Sadhana 和欧洲的

瑜伽节。 我很怀念在旅行中参加大型的 3HO 社区聚会，这些聚会通常是我夏天的亮点--新墨西哥州的夏至 Sadhana

和法国的欧洲瑜伽节。 但我必须说，在为期 3 天的夏至电子峰会上，我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奇迹，超过 7000 人的注

册人数，这真是不可思议。 这些项目非常振奋人心，抓住了群体意识不可替代的体验。与 800人坐在网上进行晨间

sadhana，其效力令我惊讶。现在我很期待 8 月 1 日的 3HO 欧洲和平祈祷日在线活动。请留意这次活动的细节。 

  

冠状病毒的影响，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大大小小的影响，遍布世界各地。  如此之多的快速变化，以及我们大

家所面临的大量不确定因素，自然让我们大家感到不安，甚至可能是无所依托。 我们曾经赖以建立身份和安全感

的典型而熟悉的支柱被动摇了，甚至可能崩溃了。 围绕着我们到底是谁，以及我们想成为谁，出现了深深的疑问。 

我感到非常幸运能有我个人的昆达里尼瑜伽练习，当我感到摇摇欲坠时，它使我处于中心位置；它使我最内在的身

份感和自我意识建立在我最高、最广阔的地方。 我每天的 sadhana 把我和我的真实身份联系起来，所以即使在如此

多的压力和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也能保持放松和灵活。 为了这些礼物，我向宇宙鞠躬表示感谢。我希望你的个人修

行，不管是什么形式，什么类型，什么历史，什么⻛格，都能支持你度过这段困难时期。 

  

如果你需要一些支持，如何使用昆达里尼瑜伽的教义来帮助你，现在，KRI 是一个地方来！我们的在线书店，源泉，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我們的線上書店 The Source,有許多英文和西班牙文的 Kundalini Yoga 電子書。 我们的水瓶座发

展系列水族发展系列有免费的网络研讨会，你可以参加现场，或通过预先录制的视频。 而且我们仍然计划在 11 月

在巴厘岛举办我们的一级教师培训课程，病毒限制允许。 多么好的方式来摆脱你的隔离--让自己深深地沉浸在昆

达里尼瑜伽的教义中，建立终生积极的习惯，并学习如何与他人分享这种瑜伽技术。 

  

作为一个有趣和积极的扩展，我们将从我们庞大的 KRI 国际社区中邀请不同的老师来领导每月的冥想。 看到新的

面孔和体验他们强大的能量，他们的教学是非常美妙的。 你想带领每月一次的冥想吗？ 让我们知道并分享光明。 

  



 

 

许多祝福给你。 

   

 
  

昆达里尼研究所首席执行官 

 
 

本月冥想 
 
Sierra Siri Prakash Bullock 与她的海洋居住的丈夫和绿色学校的十几岁的儿子住在巴厘岛。她正在通过水瓶座时代的

形状和转变进行调整，同时认同主流标签，即女人、母亲、妻子、L1/L2 KRI Kundalini 老师和 KRI 专业培训师。双⻥座

时代的证书包括以下学位和证书。特殊教育和聋哑研究科学学士，整体营养与教育科学硕士，心理结构平衡研究所

认证身体工作者，以及灵气 1 级和 2 级。 

  

她是北加州非营利组织 NorCal Women's Camp Inc.的创始人和主任。成立 17 年以来，他们的活动已经改变了数千名

妇女的生活。当她的家人搬到菲律宾时，Siri Prakash 受到启发，帮助建立社区，在 2017 年组织和教授第一个 KRI 一

级教师培训项目。 

  

"我的意图。我是，我是，与宇宙的倾向保持一致，希望把所有的东西都带入其完整的存在。" 

 
 
 

瑜伽是一个世界-------瑜伽与黑夜 
 

要面对的现实是，在瑜伽和其他自我保健实践的世界里，没有有色人种。在谷歌上做一个简单的搜索，就能看到黑

人和土著有色人种（BIPOC）在瑜伽媒体中缺乏代表性。 受到行动的启发，Yoga e Negritude 项目在巴西诞生，由昆

达利尼瑜伽老师 Sunderta Kaur 协调，巴西昆达利尼瑜伽之友（ABAKY）主办<<链接：https://www.abaky.org.br/yoga-e-

negritude>>。 
 

"我们对白人在昆达里尼瑜伽课程中占主导地位，以及黑人因经济和文化问题而难以参加提出质疑，"桑德塔解释

说，"我们老师和学生聚在一起讨论这些问题，并思考可以促进平等的行动。其中一个成果是与我们在⻉洛奥里藏

特（巴西）的班级的黑人老师和学生一起拍摄照片作文，基于这样的理解：图像可以增强表达和与他人沟通的力
量。"  
 

结果是一篇名为 "Yoga e Negritude "的卓越摄影文章。这些照片令人惊叹! 迸发着能量、精神和意识，一众美丽的图

像欢迎我们加入瑜伽的一体世界。 

 



 

 

"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振动和我们的活力反映在这些图片中，唤醒了我们对属于我们的地方的欣赏和认识过程，

"ABAKY 的 Prakash Sangeet Kaur 说。"我们的色彩属于所有的地方，属于所有的眼睛。这是一种认识，它以最纯粹的形

式唤醒了我们的存在。" 

 

如果一张图片胜过千言万语，那么这些图片以任何对话都无法做到的方式粉碎了瑜伽中存在的障碍。KRI 期待着在

我们的新网站上突出这些图片，因为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更加包容和知情的模式。是时候打破瑜伽中的障碍了。  

 

"种族主义是社会壁垒的最明确形式，它根据肤色将人类分开，加载了价值判断，"ABAKY 的 Devaroop Kaur 说。"对于

拥有黑人身体的人来说，融入社会的同时，他们的历史、信仰和生活方式也被否定了。这是一种有多种表现形式的

否定，它影响了我们身上最重要和最有联系的东西的潜力......我们的自爱、自我欣赏和自我照顾。多年来，黑人的

身体被自己打上了不值得爱，尤其是不值得自爱的烙印和认知。而正是在这种现实中，在这种极性的舞蹈中，我们

被召唤去服务。" 

 

亲眼所⻅，庆祝瑜伽是一个世界的体验--Yoga e Negritude <<链接：https://www.flickr.com/photos/yogaenegritude/ >>。 

如果您喜欢这些照片，请考虑通过捐款支持 Yoga e Negritude 项目。支持巴西 ABAKY 的方式是通过 PayPal<<LINK: 

paypal.com>>，使用电子邮件 Comunicacao@abaky.org.br。所有捐款将用于资助巴西 Miri Piri 学院的 BIPOC 儿童的学习。

<<LINK: http://miripiribrasil.org.br/>>。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瑜伽研究 
 

瑜伽练习在治疗呼吸道感染中的研究证据。 

作者：Sat Bir Singh Khalsa，博士。 
 

在预防上呼吸道感染（URTI's）方面，有可信的策略和合理的支持性研究证据，包括瑜伽和其他身心练习，可以增

强免疫力和抗病能力，同时降低其发生的⻛险、发病率/频率以及严重性和持续时间。 然而，一旦感染了普通感冒

病毒，治愈的方法一直难以实现。 最多，现有的常规和补充/传统医学治疗方法只能控制症状以缓解不适，或可能

缩短 URTI 的持续时间和/或严重程度。 例如，有证据表明维生素 C、紫锥菊和锌的功效。 

 

虽然没有发表过有意义的研究，证明心身练习（如瑜伽）对缩短现有感冒的持续时间或严重程度有疗效，但只要

在互联网上搜索，就能找到大量关于特定瑜伽练习和姿势的推荐。 姿势、呼吸技巧、放松和冥想很可能提供一些

症状缓解，与这些练习对压力、情绪和健康的众所周知的好处相关联，对任何疾病都有价值。 考虑到这些练习在

减少 URTI 频率和严重性方面的预防效果，很可能是通过增强免疫功能，可以想象心身练习也可以减少 URTI 开始后

的持续时间和严重性，但评估这一点的研究还有待完成。 

 



 

 

有一种古老的辅助瑜伽练习可能对治疗已有的急性 URTI 有疗效，那就是被称为 Jala Neti Kriya 的瑜伽练习，许多经

常练习瑜伽的人都经常练习。 在医学文献中被称为鼻腔盐水灌洗（NSI），它涉及到用盐水溶液冲洗鼻腔，通常使

用净水壶。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种做法对过敏性鼻炎和鼻窦炎是有用的，研究表明，它实际上可以预防 URTI 的

发生、发病率/频率以及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 澳大利亚一个研究小组 2015 年发表的 Cochrane 系统性综述中描述

了 NSI 如何解决急性 URTI 症状的拟议机制，包括。"清除多余的粘液，减少充血，改善呼吸。 它被认为可以通过增

加睫状体的跳动频率来改善粘液清除率。 除了缓解鼻窦症状，生理盐水灌洗还可以清除鼻窦中的感染性物质，减

少鼻后滴漏相关的咳嗽。" 该综述评估了 5 项已发表的 NSI 在急性 URTI 参与者中的随机对照试验（RCTs），并得

出结论，对症状的获益证据有限。 评估的试验中，有两项试验报告了 URTI 症状解决时间减少的结果，但没有临床

意义。一项试验显示，NSI 组在随访时有多项统计学意义的结果，包括咽痛、鼻腔分泌物和分泌物类型、鼻腔呼吸评

分和健康状况评分的减少。 最近发表在《儿科呼吸评论》杂志上的一篇针对 SNI 治疗儿童和婴幼儿急性 URTI 的系

统性综述分析了 4 项 RCT。 作者得出结论："试验的定量分析显示，SNI 对某些鼻科症状的治疗是有益的。它似乎可

以降低 URTI 及其并发症在急性期和⻓期的发生率"。"然而，他们没有发现对呼吸道症状的益处。 

 

SNI 治疗普通感冒的最有说服力的 RCT 研究也许是由英国爱丁堡皇家医院的 Sandeep Ramalingam 博士领导的，并于

2019 年发表在《科学报告》杂志上。 在该研究中，33 名原本健康的参与者在 URTI 发病后 48 小时内接受研究，并定

期练习 SNI，在日记中报告多种症状，并采取鼻拭子分析病毒。 干预组受试者的病程平均显著缩短 1.9 天，流鼻涕

时间缩短 1.8 天，鼻塞时间缩短 2.7 天，喷嚏时间缩短 1.5 天，咳嗽时间缩短 2.4 天，声音嘶哑时间缩短 1.7 天。 此

外，非处方药的使用和在其家庭接触者中向他人传播 URTI 的程度都分别显著下降了 36%和 35%。 最后，从棉签的

分析中，病毒脱落（当病毒在体内复制并释放到环境中时）的客观结果测量也明显减少，这表明 SNI 对病毒活性

本身有抑制作用。 有趣的是，鉴于 COVID-19（一种冠状病毒）的大流行，作者在研究期间分析了试验中不同冠状

病毒的受试者子集，并在《全球健康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 "高渗盐水鼻腔灌洗和漱口应被视为 COVID-19 的治疗

方案 "的论文，报告说这些受试者与 2019 年研究中的所有其他参与者都有类似的改善。 此外，他们还参考了他们

优雅地进行的关于 SNI 中的盐（NaCl；氯化钠）对病毒活性影响的体外实验室研究试验。 在这些研究中，他们发现

NaCl 具有抗病毒的作用，其作用机制是跨病毒类型的，氯化物离子进入细胞后，会导致细胞产生次氯酸，而次氯酸

是众所周知的漂白剂中抑制病毒活性的活性成分。 这些结果显得非常及时和重要，不过作者谨慎地得出结论："目

前尚不清楚高渗盐水灌鼻和漱口对 SARS-CoV-2 引起的 COVID-19 是否也有效，因此迫切需要进行试验。" 

 

鉴于缺乏对急性 URTIs 有效的已知治疗方法，瑜伽练习中的心身练习和 Jala Neti SNI 技术的好处，作为副作用⻛险

极低的非药物治疗方法，既简单又容易进行，似乎具有很大的潜力。 这些治疗 URTI 的方法似乎有很大的未来研究

潜力。 
 
 
 
 

水族发展系列 – 教师培训者的专业发展 
 
 



 

 

老师的影子 

美国东部时间 7 月 8 日星期三 11:00-13:00。加入我们的 Zoom 直播--一周后可重播。 

我们在地球上的经历是基于白天和黑夜、已知和未知、内部和外部的平衡。我们每个人都被赋予了我们灵魂的光

芒，舒适的光，与所有存在的事物相连接，以及隐藏在我们意识意识之下的东西。 

掌握这种内在的极性是瑜伽和冥想的目标。要真正接受我们在世界中看到的那种极性，唯一的方法就是先在内心

为自己做准备。当我们以勇气和清晰的态度面对自己的影子时，许多天赋就会向我们揭开。以慈悲心容纳这种普遍

的二元性的深度的能力，是继续成⻓为真理教师的关键基础。接受现实给了我们满足和活力，让我们每天都能把不

可能变成可能。 

如同教法的神圣、强大和影响一样，教法和 Yogi Bhajan 个性的元年阴影是我们深入的机会。请加入 KRI 和来自佛罗

里达州的 Deva Kaur，一起继续这项工作。 

呈现者: Deva Kaur Deva Kaur 在 Yogi Bhajan 的指导下练习和教授昆达里尼瑜伽和冥想超过 30 年。 她和 Karen Darrow

一起创建了 Yoga Source，为所有不同类型的瑜伽和提升练习创造了一个神圣的空间，在南佛罗里达州有一个舒适

的家。Deva Kaur 来自 Yoga Source，在 Davie，以及在佛罗里达州的 Coral Springs。 

 

Ramdesh 博士的身体包容 
7 月 14 日，星期二东部时间下午 5 点（纽约）。 

Ramdesh Kaur 与学院和 KY 老师分享如何确保对所有身体类型使用欢迎和包容的语言。姿势传递提示，允许和支持

各种表达这个美丽的人体的方法，让你的昆达里尼瑜伽课程感到欢迎、舒适和安全。 

主讲人：Ramdesh 博士是昆达里尼瑜伽的作者。Ramdesh 博士是《身体殿堂》的作者。昆达里尼瑜伽：身体接受、饮食

失调和激进的自爱》的作者，也是《全心全意的瑜伽和咒语》的作者，与合著者 Karan Khalsa 合作。她有许多畅销的引

导式冥想专辑，为所有人创造了深层的治疗和易懂的冥想体验。 

她是 Unity FM 和 iTunes 上的 Spirit Voyage Radio 与 Ramdesh 的主持人，这是一个每周一次的播客，每年为超过 30 万听

众带来咒语和冥想，她是 Spirit Voyage Global Sadhanas 的创始人，这是一个超过 25000 人的在线全球冥想社区。 

 

理解性暴力并赋予幸存者权力 

7 月 14 日，星期二东部时间下午 5 点（纽约）。 

加入我们与 Gabrielle Congrave Baggenstoss 的对话，以便瑜伽教师和培训师能够意识到什么是性贩卖，以及如何防止

当今世界对妇女/儿童的伤害。你会发现明确的定义，与创伤和成瘾的交叉，以及当你想在危机中心或从性虐待中

恢复的妇女中进行教学时，作为瑜伽老师应该知道什么。带着对瑜伽的理解和实用技巧离开。 

演讲者：Gabrielle Congrave Baggen Gabrielle Congrave Baggenstoss 是位于明尼苏达州西北部的性暴力资源中心 Support 

Within Reach 的协调员和倡导者。她是 E-RYT 200 和 YACEP，持有喜⻢拉雅传统的哈达瑜伽、昆达里尼瑜伽、阴瑜伽

和创伤敏感瑜伽的认证。Gabrielle 还获得了她的专业和创意写作学士学位，主要工作对象是 SEY（性剥削青少

年），利用创意写作作为艺术治疗和瑜伽来促进性创伤的康复。Gabrielle 是海洛因成瘾和商业性剥削的幸存者。 

 



 

 

从危机到社区。连接是什么意思？ 

7 月 17 日星期五，东部时间 12-14:00（纽约）。 

无论全球形势如何，这都是一个邀请，让我们考虑如何作为一个社区来创造联系。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将在一个安

全、支持、甚至是游戏的环境中探索这个领域，因为我们将我们个人经验的细微差别带到我们的集体容器中。 

这个虚拟的聚会将提供一个关系空间，通过深入倾听和体现存在的实践来发现我们共同的人性。这是一个体验性

和实验性的活动，在这里，我们以爱的方式步入新的存在方式，并为更深层次和更个人化的社区理解提供空间。 

我们将参与一个社会化的预演过程，并有机会以有意义的方式与对方分享。 

主讲人：Natasha 和 Lorenz Sell Natasha 和 Lorenz Sell 自 2012 年以来一直指导和促进小组互动。他们是 sutra.co 的联合

创始人，这是一个围绕在线小组学习设计的软件平台。Sutra 支持哈佛难民创伤项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领导力

项目和 Presencing 研究所，以及许多其他组织和个人创造在线学习体验，以促进深度联系和沟通。 

他们的工作整合了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的硕士研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Otto Scharmer 的 U 理论工作以及哈佛大

学教授 Robert Keegan 和 Lisa Lahey 的 Immunity To Change 方法论。 

  

与黑人瑜伽师的不自在的对话。 

7 月 24 日星期五东部时间中午 12 点（纽约市）加入我们的行列。 

就像 Kriya 或困难的瑜伽姿势一样，我们拥有空间，在体验的不适中找到安慰。我们可以围绕我们的社区与多样性

和包容性的关系举行类似的对话空间。这个工作坊将要求我们在学习一些概念时，放松到不适中去，与讲故事和对

话相结合。这是你向我们的主讲人和彼此提问的机会。 

主讲人简介。 Vedya Amrita Kaur 是 KRI 认证的昆达里尼瑜伽老师，水瓶座培训师学院成员，也是昆达里尼研究所的

董事会成员。 她已经在不同的场所教授了 16 年：瑜伽中心，健身房，社会活动家研讨会，以及纽约市和乔治亚州

亚特兰大市的企业静修会。  Vedya Amrita 喜欢看似不太可能的搭配所提供的机会，比如与佛教僧侣、浸礼会牧师等

合作，说明技术的奇妙融合。 Vedya Amrita 是 Glowing House, Inc.的所有者，这是一家专门从事结肠水疗、阿育吠陀咨

询、昆达利尼瑜伽和冥想治疗的健康体验机构。Vedya Amrita 的热情、同情心和爱心使她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赋能

和转型空间。 

 
 

连接-参与-引导 

作为水生培训师学院的培训师，共同前行。 
KRI 将于 2020 年 7 月 9-11 日举办首届全球 ATA 培训师年度论坛暨在线峰会。来自全球不同地区的培训师将参

与、对话，并共同致力于集体变革。   

全球在线论坛与峰会          



 

 

多年来，KRI 在世界各地举办了培训师论坛--澳大利亚、中国、欧洲（欧洲瑜伽节）、⻢来西亚、墨西哥、南美（智

利、巴西和即将到来的阿根廷）、美国（夏至和冬至），今年我们计划在南非举办一次所有培训师的会议。由于

Covid-19 的影响，我们不得不取消了夏至和欧洲瑜伽节的会议，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全球在线

论坛和峰会。 

文化、交流和社区 

这一直是过去三年所有区域论坛的主题，而我们并不知道这将为论坛和峰会做多么好的准备。 在这些年里，我们

把重点放在了如何深入倾听彼此的心声和如何在沟通中做到真实；我们把 "挑衅、对抗、提升 "重新定义为一个促

进同情理解的公式，我们还探讨了建立信任所需要的条件。 我们已经将这些技能确定为维持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

的支持性社区的基础模块。这项工作已经开始，现在我们可以将这些经验应用到我们的下一步工作中。  

联系-参与-领导 

这三个词是论坛和峰会每一天的意向种子。 第一天，我们将进行交流，相互了解，建立一个理解的容器，允许进行

开放的、创造性的对话。 与会者将受到音乐和欢乐的欢迎。我们将有时间与不同文化的人进行小组分享，也有时

间在自己的地区和语言范围内讨论当地的重要问题。第二天，我们将通过开放空间技术（OST）的过程来参与。参

与者将自我发起探讨的主题，因此议程将由这些关键对话决定。这些开放空间技术的讨论是我们作为一个社区选

择如何前进的起点。在这个为期三天的过程中，新的领导者将会出现。第三天要求这些领导人和所有论坛和峰会的

参与者考虑他们所承担的责任，以及我们作为一个集体机构，将如何引领未来。 

  

对 Yogi Bhajan 的指控、Covid-19 大流行病以及全世界对种族和社会正义的呼吁，要求我们作为个人和社区进行自我

反思。 全球论坛和在线峰会的作用是启动这个过程，审视价值观、文化和我们被要求一起做的服务。   

  

全球 ATA 培训师论坛和在线峰会对所有在学院的学员以及有兴趣加入的学员开放。 有两个轨道，让每个时区的培

训师都有可能参加。 

  

欲了解更多信息，查看日程安排，以及注册请登录：https://na.eventscloud.com/ehome/534606 

 
 

KRI 通讯特刊 2020 年 7 月 
  

灵魂的感觉 

情绪疗法的力量、治疗和指导。 

由 GuruMeher Singh Khalsa 撰写 
  

情绪是你灵魂的感觉。 

认识到情绪是指导，并让它们帮助你。 

超越苦难，茁壮成⻓，将导致一个和平，丰富的生活。 

灵魂的感觉》揭示了如何... 



 

 

* 让你的情绪为你服务而不是控制你。 

*自己寻找答案，即时解决问题。 

*停止生活在痛苦和过去的创伤中，并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 相信自己，在关系中保持个人权力 

*发现敏感度的力量，并获得对自己感觉的控制权。 

零售价: $29.95 

折扣价：$25.46 

电子书 $18.80 (9 折) 

  
  

印度的味道 
Bibiji Inderjit Kaur Khalsa，博士。 
  
*古老的阿育吠陀生命科学的秘密。 

*为注重健康的美食家准备的印度烹饪手册 

*超过 180 种经过厨房测试的美味食谱。 

*为正宗的印度人服务的完整指示 

膳食 

提升灵魂、打开心扉的食谱，Bibiji 的食谱 

烹饪理念是，你对食物的爱是最纯粹的营养。在《印度的味道》中，你会发现准备的小窍门。 

在家的食物，满足味觉，并将您的治疗触觉带入您的食物和您的家。 

  

常规零售价: $18.95 

折扣价: $16.11 

电子书 $12.59 (9 折)  

  
  
  

我是女人》DVD 系列 

巾帼教坛三套讲义》。 

Yogi Bhajan 博士，昆达利尼瑜伽大师。 

  
我是一个女人。 践行善良(第 1-5 卷) 
  

1.  创造你的现实 

2.  精神上的加速 

3.  行动伟大，永远不被命运所改变 

4.  了解自己 

5.  欣赏的艺术 

  

我是一个女人。 有意识的同情心(第 6-10 卷) 

  



 

 

6.  已知和未知 

7.  生命的原始力量 

8.  充满同情心的沟通 

9.  生命法则 

10.  做我自己：我的行为决定我的现实。 

  

我是一个女人。 《造物主的创造力》，第 11-15 卷。 

  

11.  通过交流发挥创造力 

12.  一个妇女的影响 

13.  解决你内心的冲突 

14.  做女人的艺术 

15.  直观的应用知识 

  

零售价：每张 DVD 19.95 美元 

  

促销。 每张 DVD16.96 元 

 
 

2020 年 7 月 KRI 食谱 
摘自 Bibiji Inderjit Kaur Khalsa 博士的 "印度的味道，第二版"。 

 

两种变种的加班佐面粉煎饼 

这些食谱是高蛋白和无麸质的咸味煎饼。 

  
绿豆面粉加班佐料煎饼 

  
1 杯瓜子粉 

1 杯绿豆粉 

1/4 茶匙小苏打 

1 四分之三杯水（近似值 

1 杯切碎的洋葱 

四分之三杯鲜姜，去皮，切碎。 

1 茶匙蒜末 

1 茶匙盐 

1/2 茶匙干红辣椒碎，或根据口味而定。 

1/2 茶匙牛至（ajwan）种子。 



 

 

1 汤匙 Kasoon Methi(在印度杂货店有售) 

  
  

在一个大碗里，将两种面粉和小苏打加足量的水混合成可以倒出的面糊，确保没有结块。加入剩余的材料，搅拌均

匀。 
  

在煎锅或平底锅中加入 1 茶匙橄榄油加热。将约 1/4 杯面糊倒入或舀入平底锅中。 

  

当煎饼底部呈金黄色时，用铲子翻转，让第二面熟透（当两面都呈金黄色时，如果想让它变得酥脆，可以每面都用

油碰一下，每面再煮 30 秒）。剩下的面糊重复进行，每舀一勺面糊前加一茶匙油。 

配上酸奶即可食用。 
  

产量：16 张煎饼" 

  
  

鹰嘴豆面粉煎饼配土豆泥 

  
1 杯瓜子粉 

½杯土豆泥 

1/4 茶匙小苏打 

1¾杯水（近似值 

1 杯切碎的西葫芦 

1 杯切碎的洋葱 

四分之三杯鲜姜，去皮，切碎。 

1 茶匙蒜末 

1 茶匙盐 

1/2 茶匙干红辣椒碎，或根据口味而定。 

1/2 茶匙牛至（ajwan）种子。 

1 汤匙 Kasoon Methi（在印度杂货店有售）" "1 汤匙 Kasoon Methi（在印度杂货店有售) 

橄榄油 

  
  

在一个大碗中，将面粉、土豆泥和小苏打加足够的水混合成可倾倒的面糊，确保没有结块。加入剩余的材料，搅拌

均匀。 
  

在煎锅或平底锅中加入 1 茶匙橄榄油，加热。将约 1/4 杯面糊倒入或舀入平底锅中。 

  

当煎饼底部呈金黄色时，用铲子翻转，让第二面熟透（当两面都呈金黄色时，如果想让它变得酥脆，可以每面都用

油碰一下，每面再煮 30 秒）。剩下的面糊重复进行，每舀一勺面糊前加一茶匙油。 

配上酸奶即可食用。 

产量：12 张煎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