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明时节清明粑
������和很多春天的野菜一样， 清明菜
也是春天的应季菜， 它是制作南方时
令小吃清明粑的一种原料。 清明菜虽
然年年生发， 但只在清明前后一二十
天最为鲜嫩。

去采摘清明菜喽！ 它那修长的
茎、 细长的叶， 青翠欲滴， 通身毛
茸茸的， 不一会就摘了一大把 。 中
药材里有 “鼠曲草”， 就是炮制干了

的清明菜。 资料表明， 其性味甘平，
无毒， 富含脂类物质、 挥发油、 胡
萝卜素、 维 B 等， 有降血压、 治疗
消化性溃疡以及祛痰、 镇咳、 镇痛

等作用。
制作清明粑的方法很简单： 先将

清明菜放在清水中浸泡几分钟， 冲洗
干净后稍晾一会， 再放入开水中焯出
涩味； 切碎， 掺入糯米面中， 加适量
的盐， 根据个人口味， 还可加入花椒
粉等香料， 用水和好 （干稀同烙饼用
的面团）； 锅中加油烧热， 将一个个
面基子略拍扁放入锅中， 用小火烙，
直至两面泛黄， 起锅上桌。

清明粑， 绵绵软软， 清香可口，
它是人们收获的大自然的馈赠。

赵宽宏

������平时， 我们在外吃到的
菌汤拉面或者菌汤锅底， 大
多是浓浓的勾兑出来的味
道， 下面指导大家自制一道
鲜美的菌汤面条， 只要 10
分钟就能享受啦！

食材： 挂面或者细面条
（三人份）； 香菇 14 朵； 小
青菜 1 把； 西红柿半个； 蚝
油、 生抽各 2 勺， 盐 1 勺。

步骤：
1. 鲜香菇用淡盐水浸

泡 10 分钟， 去除土腥气。
2. 小青菜一片一片地

撕开 ， 先将其上的泥土冲
洗干净， 再用清水泡上。

3. 香菇切小丁 ， 锅内
放油 ， 油五六成热后放入
切好的香菇丁， 翻炒。

4. 可以先加一点点盐，
香菇炒软之后水分开始析
出 ， 菌类的香味也开始越
来越浓 。 继续翻炒 ， 直到
香菇粒炒到汁液变得稍浓。

5. 加热水 ， 烧开 ， 放
蚝油、 生抽、 盐调味， 盖上
锅盖转小火煮 5 分钟。

6. 打开锅盖 ， 大火保
持沸腾， 下入面条， 用筷子
搅散。

7. 面条煮到五六成熟
时下入青菜叶 ， 面条七八
成熟没有硬芯即可盛出。

8. 锅里扔几片西红柿，
煮上几秒捞出 ， 做面条装
饰用。

千寻树

������当下， 春茶上市， 让我们跟随研
究者的脚步， 来探访一下绿茶的食疗
价值吧！

1. 提高大脑活力。 一项瑞士研究
显示， 服用绿茶提取物的受试者， 其
大脑活力及反应力均显著提升。 这是
因为绿茶含有一种叫做 “儿茶素” 的
抗氧化物， 能激活思路， 提高信息处
理速度。

2. 健壮骨骼。 香港的一项研究表
明， 绿茶中含有一种名为表没食子儿
茶素 （EGC） 的抗氧化素， 能促进体
内某种酶的分泌 ， 这种酶能促进
79%的骨骼生长。 同时， EGC 还能使
一种导致骨骼损失的细胞失活。 因
此， 绿茶不仅能保卫骨骼健康， 也能
在某种程度上减缓骨质疏松症。

3. 防止癌症。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
杉矶分校的一项研究表明， 绿茶的抗
氧化成分能减缓免疫系统的炎症反
应， 从而减少癌细胞在体内扩散。 此
外， 一项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表明，
得益于这类抗氧化物， 每天喝 2 杯以
上绿茶可降低 80%的皮肤癌风险。

4. 治疗感冒。 绿茶里的另一种成
分没食子酸 （EGCG） 能阻止流感病
毒的传播。 加拿大的研究者表示， 感
冒后第一时间摄入绿茶， 能大大缩短
病程。

5. 预防老年痴呆。 EGCG 能阻止
并分解一种特殊的淀粉样蛋白质， 其
可能形成沉积， 堵塞脑血管。 密歇根
大学的研究者认为， 绿茶的抗氧化物
能减小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可能性。

6. 减少抑郁。 一项发表在美国医
学营养周刊上的研究显示， 每天喝 4
杯及以上的绿茶， 将使一群老年人的
抑郁症状降低 44%。 研究人员认为，
绿茶含有茶氨酸， 它能激活一种与放
松有关的脑电波。 同时， 茶氨酸还能
产生多巴胺和血清素等让人愉快的激
素， 有助于改善情绪。

7. 保护眼睛。 一项发表在农业与
食物化学周刊上的研究发现， 绿茶中
的抗氧化物不仅能被肠胃吸收， 还能
进入眼组织 （尤其是视网膜）， 可减
少自由基对眼睛的伤害， 防止青光眼
等眼科疾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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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营养

激素草莓会导致性早熟？

经常听人说， 吃打过激素的草
莓会使孩子性早熟， 很多家长也为
此特别担忧。 事实上， 草莓确实不
排除会有使用激素的可能， 当草莓
自身合成的内源激素不足时， 为确
保正常的生长发育， 需要人工加入
一些与植物内源激素相同或类似的
微量物质 ， 以弥补内源激素的不
足， 这些称之为植物外源激素或植
物生长调节剂。

但植物激素和动物激素不能混
为一谈， 因为激素作用于细胞时，
细胞中要有一种特定的蛋白质与之
进行结合， 叫做激素受体， 而人体
中是没有植物激素受体的， 所以植
物激素不会对人体起调控作用， 因
此， 也就不存在吃了激素草莓会造
成性早熟的问题。

草莓畸形还能吃吗？

首先要明确一点， 激素可能是
导致畸形的一个原因， 但植物激素不
会作用于人体， 对人体无害。 此外，
导致畸形的原因还有授粉和环境因
素， 比如花期喷洒农药妨碍昆虫授
粉、 温度太高或太低、 施肥过多或不
足 （主要是钙、 硼等微量元素补充不
足）、 灌水量及光照不足等。

空心和个头大的草莓
是用了膨大剂吗？

空心草莓和膨大剂并无太大关
系， 主要原因还是品种， 不同品种的
草莓， 空心程度也会有所不同， 常见
的 “甜查理” 品种就多为空心草莓。
个头大小不能说和膨大剂毫无关系，
但作用的确不大， 且过量使用还会影

响草莓的质量， 出现一碰皮就破的情
况。 相信没有商家会愿意因为草莓的
重量而破坏草莓的质量吧。

草莓蒂附近果肉发白能吃吗？

常看到草莓蒂附近的果肉是白
的， 底下的果肉却是鲜红的， 这样
的草莓是不是催红的呢？ 答案肯定
是 NO！ 去采摘过草莓的人一定知
道， 如果草莓已经完全变红就会相
对较软， 一碰也比较容易烂掉， 所
以农户在卖草莓时都会在草莓蒂附
近没有红、 手感较硬的时候摘下来
售卖， 会减少损失； 同时草莓的颜
色和光照有一定的关系， 光照越充
足， 颜色也会越鲜红。

香味不好的草莓要不要买？

首先， 草莓的香味和品种有一
定的关系。 另外， 成熟度也会影响
草莓的香气 ， 果实越成熟香气越
浓， 但这种香气也只是淡淡的草莓
清香， 不会有特别浓郁刺激的香气
存在， 所以香味的大小， 一定程度
上是可以衡量草莓的成熟度的， 如
果买回家可以当天吃掉， 就可以选
择成熟度高的草莓了。

最后， 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
草莓不易于保存， 建议当天买当天
食用。 草莓在生长过程中不排除会
使用一些生长调节剂或者除草剂，
但都是在安全范围内使用的， 总体
而言还是有保障的， 大家可以放心
食用。 至于农药， 由于草莓大部分
是封膜种植的， 虫子不易侵蚀， 所
以基本上不用很多农药就能栽培。

为了避免农残， 建议在食用前
用清水浸泡 10 分钟更佳。

国家高级公共营养师 富裕

喝绿茶的 7个好处
激素草莓致性早熟、 个大草莓打了膨大剂……

谣言还不少
de

������草莓素有“春季第一果”
之称， 它颜色鲜艳、 口感甜
美， 营养价值很高， 含有丰
富的维 C， 且含有胡萝卜
素， 是转化为维 A 不可缺少
的物质， 同时膳食纤维也比
较丰富 （主要是草莓籽含有
膳食纤维）。 每到草莓季，
市面上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
传言， 比如激素草莓导致性
早熟、 空心草莓打了膨大剂
等， 这些传言的真实性如
何？ 今天就让我们一一来揭
晓吧！

鲜美的菌汤面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