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鳝， 亦称长鱼、 田鳗等， 盛
产于江淮地域水网、 稻田中。 每年
大暑前后 ， 黄鳝历经冬的养精蓄
锐 、 春的活力激发 ， 夏的富足食
源， 即到了最为肥美的时节。

我曾目睹大厨烹饪 “软兜长
鱼”， 令人眼花缭乱： 灶台上旺火
冲腾， 大勺里热油青烟微拂。 将数
十根笔杆粗细、 半尺长短、 用调料
腌过的去骨鳝段顷入勺中 ， 顿时
“滋啦” 爆响， 沸油翻滚， 微微晃
勺， 鳝段散开， 即刻捞出拎油。 换
勺加底油， 放蒜瓣、 姜片、 红椒炒

香， 倒入鳝段翻勺数次， 倾入勾兑
好的调料， 瞬时勺火腾起， 大厨顺
势重腕翻勺， 鳝段在烈焰中起落，
顷刻， 只听敲勺火熄， 一道珍馐裹
着油雾滑入盘中。 此时夹起， 鳝段
不裂不断， 质地洁白鲜嫩， 入口滑
润筋糯 。 因调料配方独特 ， 对烹
技 、 火候要求甚高 ， 把 “软兜长
鱼” 烹艺掌握到极致的厨师并不很
多。

又临大暑， 到了食补黄鳝最佳
时节 ， 民间百姓烹鳝方法简单方
便 ： 钢锥扎住鱼头 ， 固定在木板

上 ， 小刀划开腹部 ， 捏住脊骨顶
端， 插入刀尖， 边划边拉， 脊骨、
内脏就被拽下 ， 再剁成寸余长的
“鳝筒”， 燃起大灶， 铁锅放些许菜
籽油， 烧得青烟四起， 把蒜头、 生
姜连同 “鳝筒” 一起倒入， 加盐、
酱油、 米醋等， 烟霾缭绕中疾速翻
炒， 然后添一瓢清水， 小火慢烧至
汤汁粘稠、 鳝筒酥绵、 滑爽鲜香，
一派河湖的原汁原味。

大暑黄鳝馔珍馐， 让人安享美
味， 尽得滋补。

范萍

嚼疑天上味， 嗅异世间香，
润胜莲生水， 鲜逾橘生霜。
———唐·白居易 《题郡中荔枝诗十八
韵， 兼寄万州杨八使君》

������西兰花是十字花科蔬菜， 富
含维生素、 矿物质和其他营养，
其维 A 和维 C 含量高于所有其
他类型的卷心菜， 被誉为 “蔬菜
皇后”。 它可以预防各种癌症 ，
改善眼健康 ， 并帮助减肥 。 同
时， 它还富含抗氧化剂和植物化
合物， 经过科学循证拥有 40 多
种营养功效， 下面列举一二。

热量低， 有助维持健康体重
每 100 克西兰花经烹饪仅含有
27 千卡热量， 属于最佳低热量
食物， 摄入这类食物可适当增加
食量， 满足饱腹感， 使超重、 肥
胖、 糖尿病患者体重恢复标准。

膳食纤维丰富， 有利降低血
糖 每 100 克西兰花含有膳食纤
维 4.4 克， 属于高纤维蔬菜。 膳
食纤维能有效降低肠胃对葡萄糖
的吸收， 进而降低血糖， 有效控
制糖尿病病情。

富含抗氧化胡萝卜素， 抗癌
防衰老 每 100 克西兰花含有 7.2
毫克胡萝卜素。 胡萝卜素具有显
著的抗氧化功能， 能够延缓细胞
和机体的衰老。 日常饮食多摄入
西兰花等含胡萝卜素高的食物，
可降低乳癌的发病率。

富含维 A， 能呵护皮肤、 防
治夜盲症 西兰花被誉为 “高维
A 食物”。 维生素 A 能够保护皮
肤免受阳光危害， 多吃可预防痤
疮、 皮肤干燥、 色斑以及过早出
现皱纹。 常吃西兰花等维 A 丰
富食物对防治夜盲症也有较好功
效。

富含硒元素， 有助提高免疫
力、 预防高血压 西兰花含有植
物活性硒 ， 其具有抗癌 、 抗老
化、 增强免疫力、 促进儿童生长
发育的功能， 同时还有助于预防
高血压、 心脏病等。

王庄林 编译自
美国《幸福的秘密》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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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 人们会感到酷热难
耐、 烦躁不安， 且伴有胃热腹胀、
食欲不佳等不适症状。 中医认为，
盛夏 “阳气外发， 伏阴内在， 气血
活于体表”， 为此要多吃清热解暑、
护心安神、 补肾助肝的水果和蔬
菜。 下面向您介绍几种消夏祛暑的
果蔬美食。

蒲公英拌苦瓜 蒲公英含胆碱、
有机酸、 菊糖和多种维生素， 营养
价值丰富， 味道苦中带清香， 苦瓜
则苦味清冽， 口感爽脆。 盛夏多食
苦味， 能起到解热祛暑、 消除烦
躁、 提高消化机能的作用。

蒲公英拌苦瓜做法十分简单：
苦瓜 250 克去瓤切丁， 蒲公英 300
克切段拌以精盐、 白醋、 芝麻油适
量即可。 有解暑开胃、 醒脑提神、
清除疲劳的功效， 对肠炎、 痢疾等
肠道疾病也有预防作用。 注意一定
要即拌即食， 放置过久会塌软咸
涩。

陈皮煨白梨 橘皮也称陈皮 ，
《日用本草》 称： “陈皮能散能泻，
能温能补， 能消膈气， 化痰涎， 和
脾止嗽， 通五淋”， 而白梨具有生津
润燥、 清热化痰的功效。 陈皮煨白
梨取材方便、 制作简单： 白梨 500
克去皮， 鲜橘皮 200 克， 均切块倒
入烧开清水中， 加冰糖 200 克， 小
火煨至水剩一半关火置凉。 在冰箱
冰镇一下食用更佳。 具有清热祛燥、
除烦止渴、 利湿通便之佳效。

莲子绿豆粥 莲子具有养心安
神、 补脾止泻的功能。 绿豆可以消
暑止渴、 清热解毒。 食用莲子绿豆
粥， 对暑热引起的虚烦、 惊悸、 失
眠效果极佳。 同时对促进胃液分
泌、 增加食欲、 消暑养胃、 清心利
尿也有一定功效。 需要注意的是，
绿豆与莲子的比例为 5： 1。

西瓜乌梅汁 西瓜是最常见的
解暑佳品， 如配以乌梅汁同饮， 解
暑止渴， 生津去火， 醒脾开胃的效
果更好。 做法是： 干乌梅泡软去
核， 在水中放冰糖适量， 煮果肉
10～15 分钟， 留汁一半， 兑入西瓜
汁， 酸甜适当即可。 对缓解胃酸缺
乏、 食欲不振、 中暑发热、 心烦口
渴等暑热病症均有效果。

周铁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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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嚼疑天上味， 嗅异世间香，
润胜莲生水， 鲜逾橘生霜。” 味美
香甜的荔枝从古至今就倍受人们
亲睐。 每年六七月份， 荔枝大量
上市， 新鲜的荔枝果肉呈凝脂状，
半透明 ， 汁水饱满 ， 酸甜清爽 ，
色香味俱全 ， 吃起来沁人心脾 ，
令人心旷神怡。

荔枝， 古称离支、 荔支、 丹
荔、 红荔， 被誉为 “南国四大果
品” 之一。 荔枝受人们喜爱不仅
因为其味美， 还因它有极高的营
养价值和药用价值。 其果肉富含
葡萄糖、 蔗糖、 蛋白质、 脂肪及
维 B1、 维 B2、 维 C 等维生素， 钙、
磷、 铁等人体所需矿物质及枸橼
酸、 苹果酸、 精氨酸、 色氨酸等
有机酸， 对人体健康十分有益。

中医古籍记载 ， 荔枝味甘 、
酸， 性温， 入心、 脾、 肝经， 有
养血健脾、 行气消肿的功效， 有
益于病后体虚、 食少、 呃逆、 泄
泻的患者等 。 同时有补脑健身 、
美容养颜等功效， 现代研究发现，
荔枝有营养脑细胞的作用， 可改
善失眠、 健忘、 多梦等症， 并能
促进皮肤新陈代谢， 延缓衰老。

荔枝除了其果肉能食外， 其
成熟种子， 即荔枝核， 也能入药，
荔枝核具有行气散结、 散寒止痛
的功效 ， 临床用于治疗疝气痛 、
睾丸肿痛等， “为疝囊肿专药”。
荔枝核还能疏肝和胃、 理气止痛，
用于胃脘久痛、 痛经及产后腹痛
等症， 对于久病导致的情志不舒、
抑郁等也有较好的疗效 。 总之 ，

荔枝营养丰富， 一般人均可食用，
对于老人、 体虚者、 产妇以及病
后调养者等有一定调理作用， 对
于阳虚体质、 血虚体质的人更为
适宜， 这两种体质的人群适量食
用荔枝对调理体质是很有帮助的。

要提醒大家的是， 荔枝不能
过量服用。 过量食用荔枝或某些
特殊体质的人食用荔枝， 可能导
致健康问题 。 从中医角度来看 ，
荔枝因其性温， 能助热生火， 故
多食易上火， 出现口干舌燥、 牙
龈肿痛、 咽喉发炎， 甚至口腔溃
疡等病症。 故阴虚火旺的人不宜
食用 ， 或慎食 。 现代研究表明 ，
荔枝有降血糖作用， 过量食用荔
枝可导致低血糖， 出现头晕、 乏
力、 汗出、 面色苍白、 心慌等症，
严重者可以引起昏迷 、 休克等 。
故糖尿病患者应慎食荔枝。

荔枝的正确食用方法为：
1. 把新鲜荔枝用清水冲洗干

净后除去外皮， 浸入淡盐水中， 也
可以连皮浸泡在淡盐水中， 约十分
钟后再取出， 去皮后食用 （浸泡时
间不宜过长， 否则影响口感）。 荔
枝不耐储藏， 时间长了易发生色
变、 香变、 味变， 平时可以放在冰
箱里贮藏， 但贮藏时间不宜过长。

2. 荔枝宜饭后半小时左右食
用， 不可空腹食用。

3. 成年人每天吃荔枝一般不
要超过 300 克 ， 也就是 10 枚左
右。 儿童一次不要超过 5 枚。

4. 吃荔枝前后可以适当喝点
绿豆汤或凉茶， 这样不容易上火。
如果食荔枝后出现头晕 、 乏力 、
心慌等低血糖反应， 要适量补充
糖水， 症状严重者应及时送医院
进行治疗。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针灸推拿康复科主任医师 朱伟

虽味美香甜
勿过量食用

消夏祛暑的
果蔬美食

“蔬菜皇后”西兰花
营养功效多

大 暑 黄 鳝 最 肥 美

六月南风荔子丹，
皱红小碧满银盘。
水晶细嚼甜于蜜，
满口生香玉露 。

———元·张昱 《荔枝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