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谱】

虫草炖乌鸡

原料 冬虫夏草 5克， 去毛去内脏后的乌鸡 250克。

制作 先将乌鸡放沸水锅中焯一下取出， 将虫草一半

置鸡腹内， 另一半放鸡肉上， 注入鸡汤， 加生姜、 葱段、

大蒜、 胡椒、 食盐上笼蒸至熟烂即可食用。

功能 此方有益肝肾、 补气血、 调经止带之功效， 特

别适合于月经不调、 崩漏带下的妇女食用。 新淼

12

卫

生

报

生

活

百

科

２
０
1
1

年

3

月

1
7

日

星

期

四

责

任

编

辑

杨

冬

麓

版

式

王

思

贤

Ｅ
－
ｍ
ａ
ｉ
ｌ
押
Y
D
L
4
7
5
2
@
1
2
6
.
c
o
m

【功效】

主要应用在慢性肾功能衰竭、 免疫功能低下、 急慢性

肝炎、 化疗的辅助保护、 心脏功能不全、 心率不齐、 肺

炎、 肺结核、 哮喘、 脑血栓、 脑萎缩、 肿瘤辅助治疗、 糖

尿病等。 其中大多数是辅助治疗作用， 总体来说虫草应用

于保健和预防比治疗效果要好。

【去伪存真】

据统计， 冬虫夏草在全球有 300 多个品种， 国产约

60 种。 但有药用价值的只有一种， 就是出产在青藏高原

的中国冬虫夏草。

真 正品虫草表面粗糙， 环纹明显， 干燥虫草质脆，

易折断。 虫草折断后， 断面有一中空或淡灰色的小马蹄形

印迹。 虫草整枝形多为细长或略弯曲形。 正品虫草以虫体

色黄净、 光亮、 丰满肥大、 断面黄白色、 不空心、 子座短

小、 无霉变无杂质者为佳。 正品的冬虫夏草在密封后打

开， 闻起来有比较浓的腥气味。

伪 1、 用其他种类虫草冒充冬虫夏草。 有人用野生于

湖南、 广西、 江西、 安徽等地的亚香棒虫草和新疆虫草冒

充冬虫夏草。 与正品冬虫夏草相比， 冒充的亚香棒虫草颜

色发白， 中部四足不太突出， 其他外表特征相同。 服用

后， 会出现头晕、 呕吐等症状。 2、 用面粉、 玉米粉、 淀

粉、 石膏等材料， 用特制的虫草模具压成模型， 然后上色

晾干， 冒充正品冬虫夏草销售。 3、 在正品冬虫夏草中加

上明矾以增重掺假。 掺假者在明矾中浸泡冬虫夏草， 使草

体表面有一层乳白色， 等凝固后起到增重的作用。 4、 用

人工培育的虫草菌丝体， 做成营养补品， 冒充纯天然野生

冬虫夏草营养补品。 专家提醒， 两者虽然有一些药理成分

相同， 但并不完全一样。

【注意事项】

1、 有人以为， 冬虫夏草炖汤时放得越多， 功效越

好， 其实不然。 因为人体吸收冬虫夏草的有效成分是有限

的， 一般每次最多食用 3-4克就足够了。

2、 婴儿、 发烧 （急性高热患者）、 妇女月经期禁忌

服用； 热性体质的人， 高血压中风患者， 以及肿瘤病患者

在放疗期间应慎用或不宜用； 体内出血 （如咯血、 便血

等）、 脑出血人群不宜吃， 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应减量服用，

有实火或邪胜者不食用。

3、 吃冬虫夏草忌单吃虫体或草头。 光吃冬虫夏草虫

体不吃草， 不仅是一种浪费， 也容易上火， 所以正确食用

虫草的方式是虫体和草把都要吃。

【功效】

雪蛤， 即蛤士蟆油， 为蛙科动物的中国林蛙或黑龙江林蛙雌性的卵巢与输卵

管外附的脂肪干品。 古代八珍“参翅蟆窝筋掌骨肚” 之中的“蟆”， 指的就是它。

雪蛤的蛋白质含量高达 51.1%-52.6%�、 矿物质 4.7%， 并含有人体所需的 18�种氨

基酸、 不饱和脂肪酸、 核酸、 磷脂化合物、 多种维生素和钾、 钙、 铁等 13�种微量

元素， 同时富含表皮生长因子及少量有益人体的天然激素睾酮、 雌二醇、 孕酮等。

【去伪存真】

真 由东北林蛙所出， 浸发率高， 优质的雪蛤， 浸发后可以达到 1 比 60 的比

例。 外形如一条主梗串起的两嘟噜小葡萄。

伪 以河南蛙、 牛蛙的肠子内脏晒干之后， 冒充雪蛤。 浸发率可能只有一发

五。 地蛙油则是零碎肠子内脏。

【注意事项】

很多人都以为雪蛤是越白越好， 或者是越大粒越好。 但有专家表示， 雪蛤应

微微带点黄色， 色泽较白的雪蛤， 一般在制作过程中都使用了漂白粉。

随着健康观念的深入人心， 各类名贵食材也是水涨船高， 冬虫夏草已

卖到每 500 克 16 万元， 这还不是正品野生的冬虫夏草； 燕窝、 雪蛤的售

价每 500 克也需数万元。 如此昂贵的价格， 让一些不法商贩跃跃欲试， 盯

着名贵的食材打起了如意的算盘， 采用各种不道德的手段， 制假售假， 蒙

蔽消费者， 以此谋取暴利。 据说， 目前市场上要买到真的冬虫夏草、 燕窝

或是雪蛤， 那还真有点难于上青天了。 在这里， 本版对市场中常见的一些

保健食材逐一介绍， 帮助读者去伪存真， 购买到适合自己的健康食材。

主持人 梦蝶

【功效】

中医认为， 燕窝甘淡平， 有养阴润燥、 益气补中之功效， 主治虚损、 咳痰喘、

咯血、 久痢等症。 适宜于体质虚弱， 营养不良， 久痢久疟， 痰多咳嗽， 老年慢性支

气管炎、 支气管扩张、 肺气肿、 肺结核、 咯血吐血和胃痛病人食用。 现代医学也发

现， 燕窝可促进免疫功能， 有延缓人体衰老， 延年益寿的功效。

【去伪存真】

真 购买罐装燕窝时， 先轻轻摇晃一下， 真燕窝能随着瓶子的摇动而晃动， 呈银

白色， 且透明、 晶莹、 有弹性 (轻拉会伸缩)， 液汁呈淡白色、 淡黄色或淡棕色， 口

感清香甘甜。

伪 一是以雪耳冒充， 呈片状， 液体较黏稠， 一般不易晃动;二是用马来西亚树

胶制成， 其液体易产生淡棕色沉淀;三是用海藻胶加鱼皮制成， 外观能以假乱真， 但

口感差， 无燕窝浓郁馨香味。

【注意事项】

以下四类人不宜食用： 1、 出生不足六个月的婴儿； 2、 感冒患者； 3、 未经治疗

的癌症患者； 4、 对蛋白质食品有过敏反应的过敏体质者。 另外， 如有以下症状忌食

燕窩： 1、 脾胃虛所致脘腹冷痛、 泄泻； 2、 有脘腹胀满、 呕吐、 苔厚膩等症者； 3、

食用鸡蛋过敏者； 4、 对于服用阿斯匹林过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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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谱】

燕窝羹

原料

1、 主料： 燕窝 50克， 嫩鸡肉片 50 克。

2、 调料： 鸡汤、 笋汤、 蘑菇汤、 料酒、 精盐。

制作 燕窝经清水浸发， 以镊子细心剔去细毛，

漂洗干净， 放磁罐中， 加入料酒、 鸡汤、 笋汤、 蘑

菇汤、 鸡肉、 盐， 炖至软熟即成。

功能 燕窝具有养阴润燥、 益气补中的功效。 此

菜适用于肺阴虚所致干咳、 咯血、 盗汗、 潮热、 失

眠等病症患者食用。 健康人食用能使精力充沛， 消

除疲劳， 防病强身。 罗燕

雪蛤

【食谱】

雪蛤红莲

原料 雪蛤膏 3/4 汤匙， 红枣 6 粒去核， 莲子之汤匙， 冰糖 40 克或适量， 姜 1

片， 梳打粉 2/3茶匙。

制作

1、 雪蛤膏用清水浸透， 要浸至像棉花球一般转白色， 约需 5 小时。 拣去污物

洗净， 放人滚水中， 加入姜 1片， 煮 5分钟， 捞起用清水浸一浸， 滴干水。

2、 水 2 杯煲滚， 放下梳打粉 2/3 茶匙， 下莲子煮 5～10 分钟， 捞起擦去莲衣，

取出莲心洗净， 放入滚水中煮 5 分钟， 捞起洗净， 以去梳打粉味， 滴干水。

3、 红枣、 冰糖洗净， 放人炖盅内； 雪蛤膏、 莲子、 滚水 1 杯也放入炖盅内，

盖上炖盅盖， 隔水炖 4小时即可进食。 炖的时间短会有腥味， 而且不够香甜。

功能 适合孕妇防止呕吐时食用。 肖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