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伸

相传在楚地，人们因
为风吹雨打，头痛病很常
见。三月初三，神农路过
云梦泽 (今孝感 )，见乡民
头疼难耐，便找来野鸡蛋

和地菜， 煮给人们充饥。
人们吃了以后， 头不痛
了。“三月三，吃地菜煮鸡
蛋，一年不头疼”的习俗
也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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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6日讯 近日，长
沙市开福区、长沙县、宁乡市的
教师招聘工作分别启动。 但是，
部分应届毕业生反映：受疫情影
响，同学们不能返校，所以部分
报考需要的证件不在身边，怎么
办？今天，长沙教育部门就大家
关注度高的问题进行回应。

针对应届毕业生暂时无法提
供盖章的就业推荐表、部分同学的
相关证件留在学校无法取回等情
况，教育部门已经酌情考虑，对证件
查验提出新的方式和方法，确保让
每一位符合要求的学生能够报名。

目前， 长沙市开福区、 长沙
县、 宁乡市分别发布了教师招聘
公告， 仅开福区在公告中明确了
笔试时间4月18日和面试时间5月
23日，并注明了“如因疫情尚未解
除，时间相应延后，时间另行通知，

详见报名网站”。
长沙县、宁乡市的公告暂时

并未明确具体考试时间，具体时
间以考生打印的准考证为准。
●报名时间和咨询电话

开福区教师招聘将于3月30日
-4月2日进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
0731-82528890，82528895。

长沙县教师招聘将于4月7
日-10日进行网上报名。 咨询电
话：0731-�84037508。

宁乡市教师招聘将于4月13
日-17日进行网上报名。 咨询电
话：0731-81800230。

提醒各位考生， 如有其他相
关问题，可以联系长沙市教育公共
服务中心。网址：http://fuwu.csedu.
gov.cn/www/cssjyj/index.html。咨
询电话：84899740、84899743。

■记者 黄京 杨斯涵

如何科学地食用地菜
煮鸡蛋，湖南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内科副教授谭
超详细进行了科普。地菜又
名“荠菜”，含有荠菜酸，能
缩短凝血时间， 有助于止
血，经常有牙龈、鼻子出血
的人是非常适合食用的，但
是外科手术后需要抗凝的
朋友就不太适合吃了。

荠菜有降低血压的作
用， 有低血压的朋友不太
适合多吃地菜煮蛋， 慎防
血压过低， 引起头晕。同
时， 荠菜含有类似麦角样
成分，有催产素样作用，可
能引起明显的子宫收缩，

所以孕妇也尽量不要吃地
菜煮蛋。

谭超提醒： 做地菜煮
蛋时，切记不要加食盐，因
为咸味入肾， 而地菜本是
入肝、脾、肺经的，加了盐
会使药用效果打折扣。为了
让地菜汤更美味，可以在煮的
时候放几颗红枣或少许红糖，
既美味又入脾。还可以加上一
点生姜这类的“辛”味食物，可
使肝气生发，更好地改善“春
困”不适。女子月经期间，地
菜煮蛋最好不要放枫球，
不然可能会造成月经量多
甚至崩漏的情况。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陈双

相较于年轻人“赶时髦”买
上一碗地菜煮鸡蛋发朋友圈，
长沙老口子们更懂这其貌不扬
的野菜背后所寄托的向往和追
求。

今年50岁的长沙市民邓女
士回忆， 小时候家里兄弟姐妹
多， 吃个一毛五分的肉包都得
揣着粮票排队， 吃食没如今丰
富， 但母亲一定会提前攒好数
十个鸡蛋， 等着为家人做一道
地菜子煮鸡蛋。 妈妈揭开热气

腾腾的锅盖，鸡蛋拈出后轻轻敲
裂蛋壳，在地菜子水中继续煮着
蛋，等地菜的清香与鸡蛋完美融
合，迫不及待地捧着碗嘬上一口
地菜水，红枣的清甜混着微微发
苦的地菜，瞬间盈满喉舌。

“地菜一定要放枫球，再配
上两三片生姜， 一小把地菜就
能煮上一大锅。”如今的邓女士
一定会在三月三早起为女儿煮
地菜水鸡蛋， 盼望着吃到这鲜
美滋味的家人身体安康。

地菜煮鸡蛋飘香，科学食用有方法
医生提醒：孕妇、低血压者不宜食用，制作过程中“加料”有讲究

一场春雨过后，河岸边、田埂上，地菜争先恐后地“冒
尖”。小巧的叶片绿油油的，枝节上开出米粒大小的小花，花
色素淡，带着天然去雕饰的可爱劲。长沙市民习惯了三月初
三煮上一锅地菜蛋，一家人开开心心地吃
上一两个。 ■记者 黄亚苹

地菜一夜身价大增

“阳春三月三， 地菜煮蛋赛
灵丹。”3月26日是农历“三月
三”，长沙市民黄先生发现，市面
上售卖地菜的流动商贩陡然增
多，“昨天还是两元一把，今天就
涨了一块。 如果不是应个景，也
不会买这么贵的地菜。”

听到黄先生小声嘀咕后，
菜贩赵大姐笑着说，“也就是这
几天能卖上价。”见到有市民凑
上前， 赵大姐举起手中的地菜
卖力推销，“加点红枣、 枫球一
起煮，可以治头痛、下火嘞，一
年都身体好。” 前后不过20分
钟，地菜便卖出了十几把。

记者走访发现， 长沙荷花
池生鲜市场、新河菜市场里，用
塑料绳捆绑出售的地菜约2-3
元一把；华夏菜市场还有一把地
菜与4枚鸡蛋组合套餐，售价6元。
在平台兴盛优选上，售价为3.58元
的地菜今日已售出5200份。

餐饮商家们也用一碗清香
的地菜水吸引着食客进店。3月
26日一大早， 徐记海鲜订座工
作人员就发了一条朋友圈，“农
历三月三，不忘地菜煮鸡蛋，邀
您免费品尝啦。”田趣园本味长
沙菜、 南景饭点等也为进店食
客免费提供地菜煮鸡蛋。

妈妈做的地菜煮蛋最香
为在全社会营造崇德向善、

尊重关爱医护人员的良好氛围，
履行福利彩票的社会责任， 更好
树立湖南福彩“福泽潇湘”公益品
牌形象， 在湖南省民政厅的重视
支持下， 湖南省福彩中心携手省
直机关文明办、 省财信公益基金
会共同组织发起“微光大义·致敬
白衣天使”公益行动，为“最美逆
行者”———全省援鄂的1470多名
医护人员送去贴心的关怀与问
候。目前，该活动持续升温中，来
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如媒体、学
院、 金融机构等单位， 纷纷通过
“致敬白衣天使”小程序，报名参
与到活动中，先后有100多位援鄂
医护人员的家属收到了鲜花和实
用生活物资。

省福彩中心作为主办方之
一， 近期也广泛发动省福彩中心
干部职工积极参与到这项意义深
远的公益活动中。技术部、市场一
部、 人力资源部等先后组成了志
愿小组完成了慰问。其中，省福彩
中心技术部的三人志愿小组，通
过“致敬白衣天使”小程序报名成
为志愿者，审核通过之后，到长沙
市朝阳路销售厅（长沙市芙蓉区
朝阳路78号凯通国际8栋40号门
面） 的物资领取点， 领取了一束
花、一张慰问卡、一袋米、一壶油
和一套床上用品， 驱车前往援鄂
医生———省脑科医院的罗医生家
中慰问，简短的交谈中，志愿者表
达了对罗医生的敬意， 更提醒其
家人好好保重身体， 迎接罗医生
凯旋。

近日，“致敬白衣天使” 小程
序已全新升级， 我们也呼吁更多
的有心人， 通过扫码积极加入到
我们的志愿者行列， 向援鄂医护
人员表达我们的尊敬和感谢。

经济信息

“微光大义·致敬白衣天使”
公益行动持续升温长沙三县区招聘教师

报考所需证件不在身边？
别担心，已推新的查验方式

提醒

地菜煮鸡蛋虽好，但这些人不适合吃

“三月三，地菜蛋”的缘起

3月26日，不少市民在选购地菜，准备做一年一度的三月三地菜煮鸡蛋。 顾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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