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荠菜， 似乎没有多大的印象， 只是
感觉儿时， 外婆总喜欢拿它入菜， 还常说
“可别小瞧了这小小的荠菜， 它可是有着很
大的药用价值呢！”

外婆做的荠菜豆腐羹， 让我吃了还想再
吃。 她做这道菜的时候， 丝毫都不马虎， 她
时常说， 做菜一定要仔细地做， 一道工序一
道工序地来， 可不能图省事。

外婆的第一道工序就是将荠菜洗净切
末， 豆腐切块， 肉丝放入料酒、 淀粉， 加一
点水搅拌腌制 10 分钟。 第二道工序则是起
油锅， 放少量油炒肉丝， 同时在煲里放水，
加热， 肉丝炒熟后倒入煲里。 第三道工序是
再起油锅放少量油， 将荠菜煸炒一下， 待煲
开后， 放入煲里面。 最后放入豆腐、 虾皮，
再次烧开后改小火， 加淀粉水勾芡， 放入盐
调味， 最后淋上香油即可。

记得当时学校有一段日子正处于红眼病
的高发期， 可我却安然度过， 如今想来， 这
道菜也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因为荠菜对于治
疗感冒发热、 目赤肿痛都有一定的疗效。

现在， 身为人母的我， 也会在春季为孩
子做一碗荠菜豆腐羹。 看着孩子吃得那么香
甜， 在那一瞬间， 我便想到了外婆， 想到了
故乡， 想到了儿时的一切。 朱凌

荠菜豆腐羹
������菜肴做得鲜嫩， 不仅
柔软、 细腻、 适口， 且能
保存较多的营养成分， 容
易为肠胃消化吸收， 更好
地满足人体各方面的需
要。

鱼、 虾是受人欢迎的
食品， 对其嫩的要求尤为
突出， 方法也比较多。 清
蒸鱼是一种最简便的烹调
方法 。 鱼经宰杀 、 洗净
后， 入沸水略烫， 这样可
使鱼外表皮的蛋白质成熟
凝固， 保证体内水分在蒸
制时不外溢， 是保持鲜嫩
的关键步骤。 然后将鱼适
时腌制， 腌制过久， 盐的
渗透会使其内部水分溢
出， 而使鱼质感变老。 最
后， 上笼蒸制， 必须严格
把握时间。 蒸鱼的时间，
一般 1 千克重的鱼分两片
蒸约 15 钟即可 ； 整条蒸
25 分钟也熟了 。 如不放

心， 可用一牙签， 插进鱼
身肉的最厚处， 再抽出 ，
如无血水溢出， 说明鱼已
蒸熟。 此时出笼佐香醋食
用， 鲜嫩无比。

家中的炒菜， 如炒肉
丝、 炒猪肝 、 炒虾仁等 ，
很容易炒老， 这是因为炒
菜必须要旺火速成， 快速
烹调。 同时， 应先将要炒
的原料用生粉、 精盐、 鸡
蛋清浆一下， 再投放入热
锅温油 。 这个过程叫做
“拉油” 或 “划油”。 不必
往锅里放过多的油， 待原
料拉油变色后 （一般呈灰
白色）， 立即捞出 ， 或将
油沥去， 后炒配料， 下调
料； 再快速翻炒 ， 勾芡 ，
即可以出锅装盆。 通过浆
制、 拉油， 可使原料的内
部水分及营养少丢失， 较
好地保持菜肴的鲜嫩。

杨海

�������编者按： 如今， 在我国许多大城市的一站式购物中心大楼上， 都开设有专门的“美食
层”， 主打中西餐、 韩日料理等各种美食。 从本期起， 我们将陆续推出 《吃在美食店》 系
列， 邀请营养专家和营养师就美食店推出的各色美食作出营养点评， 指导读者科学合理地
点餐配餐， 在外也能吃得营养均衡和健康。

①在美食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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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营养

������如果把鲁菜比喻为君临天下
的北方帝王， 那么同为八大菜系
之一的湘菜则更像一位内涵丰
富、 热情激烈的名流。

湖南素以 “鱼米之乡 ” 著
称， 大自然赐予丰富的食材， 使
湘菜的选材从河鲜、 家禽， 到山
珍、 野味， 所谓品种繁多。 即使
是调料如盐、 醋、 酒等也有数十
种 ， 再搭配姜葱蒜辣椒 、 香料
等， 造就了湘菜丰富的内涵， 使
其口感浓郁而又多层次， 让人欲
罢不能。 随着经济发展， 湘菜也
逐渐走遍全国， 蜚声四海。

作为一名营养师， 我觉得湘
菜十分符合我国膳食指南的第一
条， 即食物多样， 谷类为主。 即
使是最简单的辣椒炒肉， 主料以
中国四大名猪之一的宁乡花猪
肉， 加上当季新鲜的薄皮青椒，
在这样一道家常菜中， 猪肉提供
了优质蛋白， 但单吃荤菜， 蛋白
质只吸收 20％， 如果荤素搭配一
同吃， 蛋白质吸收可达到 60％，

所以搭配上青椒， 与米饭一起食
用， 大大提高了蛋白质的吸收。
而青椒的维 C 含量居蔬菜之冠，
在辣椒炒肉中常常用到的醋， 又
可以尽最大程度减少维 C 的破
坏。 再比如西红柿蛋汤， 西红柿
里面的番茄红素具有抗衰老、 抗
肿瘤 、 提高免疫力等功效 ， 有
“植物黄金” 的美称， 但天然存
在的番茄红素都是全反式， 只有
通过高温下的蒸煮、 使番茄红素
由反式构型向顺式构型转变， 再
溶解于鸡蛋和汤中的油脂中， 然
后才能被人体吸收利用。

湖南地理环境上古称 “卑湿
之地”， 多雨潮湿。 辣椒有御寒
祛风湿的功效； 而湖南人终年以
米饭为主食， 食用辣椒， 更可以
直接刺激唾液分泌 ， 开胃振食
欲。 所以湖南人嗜辣， 湘菜就如
同当年的湘军一样， 骨子里是激
烈、 热情， 敢为人先的。 表现在
口感第一则是辣、 香， 但是多重
油重盐。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倡导

科学饮食， 营养膳食， 湘菜固有
的重油、 重辣、 重咸的特点开始
受到人们的质疑。 那么， 究竟如
何吃出口味又不影响身体呢？

首先我们平时要严格控制食
量， 俗话说 “七八分饱人不老”，
每天摄入量要与消耗量保持平衡。
其次要以主食为主， 不能只吃菜
而不吃饭， 多食蔬果杂粮。 第三，
还应控制油脂和盐分的摄入， 比
如坚持一些好习惯： 决不吃油汤
泡饭， 吃菜前把油撇掉一点等。
第四， 按时并保持愉快的心情进
食， 养成细嚼慢咽等良好的习惯，
使胃肠道保持健康的状态。

总之， 作为一个地道的长沙
人， 必须为我们美味的湘菜大大
点赞。 但同时， 吃湘菜也应该学
会科学合理地对美食进行优化组
合， 只有吃得健康才能生活幸
福。 坚持荤素巧配， 精粗混搭，
才能吃好、 吃满足。

长沙市中医医院
国家二级营养师 唐吉

������肝脏是人体的一个重要器官， 具有
调节气血、 促进脾胃消化、 调畅情志、
疏理气机的作用。 春季养肝可通过食疗
达到， 具体而言， 吃些什么食物有助养
肝护肝呢？

春韭 含有挥发油、 蛋白质、 脂肪
和多种维生素等营养成分， 有健胃、 养
肝和强肾等功效。

葱和蒜 葱一身都是药， 其叶能利
五脏， 消水肿； 葱白可通阳发汗、 护肝
解毒； 葱汁可解毒， 活血止痛； 葱根能
治痔疮及便血。 大蒜有解毒护肝去瘀之
功， 每天吃几瓣大蒜， 对预防春天呼吸
道和消化道传染病有良好作用， 并能清
洁血液， 防治心血管疾病。

菠菜 春季菠菜根红叶绿， 鲜嫩异
常， 最为可口， 对解毒、 护肝和防春燥
颇有益处。 中医认为， 菠菜性甘凉， 有
滋阴滋燥、 舒肝养血等作用， 对肝气不
舒并发胃病的辅助治疗非常有效。

蜂蜜 中医认为， 蜂蜜味甘， 入脾
肝二经， 能补中益气、 润肠通便， 是春
季最理想的滋补品。 因此， 春季如每天
能饮用 1～2 匙蜂蜜， 以一杯温开水冲服
或加牛奶服用， 对身体有滋补护肝作用。

生姜 生姜中的姜辣素进入体内消
化吸收后， 能护肝、 抗衰老。

江苏省无锡市人民医院 陆基宗

������众所周知， 吸烟会加重疾病和早死
风险， 而一项新研究还发现， 吸烟会对
人们的饮食健康造成伤害。

该研究中， 美国耶鲁大学的研究人
员回顾了美国近 5300 人关于饮食和吸
烟行为的调查数据。 结果显示， 不吸烟
的人每克食物大约摄入 1.79 卡路里 ，
戒烟者大约摄入 1.84 卡路里， 而每天
吸烟的人则摄入 2.02 卡路里。 尽管吸
烟者每天吃的食物明显减少， 但他们每
天却摄入约 200 卡路里。 其主要原因
是， 与不吸烟和戒烟的人相比， 吸烟者
的饮食能量密度更高。 能量密度是指食
物中热量与体积的比， 能量密度越高的
食物其热量也越多， 而体积却越小。 例
如， 一块饼干比一根胡萝卜更有能量。

营养专家指出， 吸烟者可能没有意
识到他们的味觉和嗅觉已在慢慢减弱，
因此他们总觉得吃什么都没胃口， 这样
就会不自觉地去寻找更可口的食物， 而
这样的食物一般都含有更多的糖、 盐和
脂肪， 属于能量密度更高的食物， 多吃
对 健 康 不 利 。 《 美 国 人 膳 食 指 南
（2015）》 建议， 尽量食用能量密度较低
的食物， 如水果和蔬菜， 可防止肥胖，
也更健康。

研究人员表示， 对吸烟者而言， 戒
烟是第一目标， 一旦戒烟， 味觉和嗅觉
就会开始恢复， 也就不会再多吃高油高
糖等不健康的食物了。

曹淑芬 编译自美国 《健康日新闻》

春食菠菜、蜂蜜
养肝护肝

吸烟者
易摄入高热量食物

这样吃出口味兼营养

菜肴如何制作更鲜嫩？

湘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