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还有几天就过大年了， 您
是否想把今年的年夜饭做些调
整、 换点花样， 增添些新的美
食体验和温馨情调？ 今天给大
家推荐八款营养健康、 吉祥温
馨的美味佳肴。
一、 红火兴旺： 辣子鸡丁

材料： 鸡胸肉 1 块 、 姜
片、 葱节、 剁细的豆瓣酱、 花
椒、 干辣椒、 花生、 芝麻； 腌
料： 酱油、 料酒、 淀粉。

做法： 1. 鸡胸肉切丁， 加
入腌料拌匀 ， 腌 20 分钟 。 2.
锅中加油， 烧至八分热时， 投
入鸡丁快速过油至色白， 立刻
取出。 3. 起油锅， 待油 6 成热
时放入干辣椒、 花椒、 姜片葱
节炒香， 然后放入豆瓣酱， 沿
锅边炝酒， 放入鸡丁、 花生翻
炒均匀， 再加入适量糖、 盐，
炒熟的芝麻炒匀， 盛出。

点评： 这是一道正宗的川
菜， 虽然辣， 但却可以代表着
新的一年， 将有一个红红火火
的开端。
二、 茁壮成长： 油焖春笋

做法： 春笋去壳， 取嫩茎
部分切滚刀块； 打几个葱结，
切少许葱花； 食用油烧热， 下
葱结煸香后下笋块翻炒片刻；
加入老抽、 白糖、 茴香继续翻
炒， 加入少量水煮滚后加盖焖
10 分钟左右； 大火收稠汤汁，
取出葱结， 撒入新鲜葱花， 出
锅装盆即可。

点评： 被誉为“素食第一
品” 的春笋作为美味佳肴， 备
受人们喜爱。 中医认为春笋有
利九窍、 通血脉、 化痰涎、 消
食胀的功效， 是高蛋白、 低脂
肪、 低淀粉、 多粗纤维素的营
养美食。
三、 蓬勃生机： 素馅饺子

材料： 绿豆芽、 香菜、 腐
乳 、 香干 、 面筋 、 粉皮 、 香
油。

做法： 将材料混合成馅，
包入饺子皮中即可。

点评： 春芽类 （各类豆
芽、 蒜苗、 香椿等） 的蔬菜有
助于阳气的生发。
四、 甜甜蜜蜜： 红枣蜜豆

材料： 红豆 （或白豆、 芸
豆 ） 400 克 ， 红枣 、 冰糖各
100 克 ， 麦 芽 糖 300 克 ， 油
100 毫升 （有麦芽糖不加油也
可以）。

做法： 红豆、 枣洗干净用
水泡四小时加水煮约半小时。
把煮熟的豆子、 枣控干水。 在
锅里混合上述材料 ， 慢慢搅
动， 约半小时关火。

点评： 红枣是很好的健脾
益气的食材。
五、 年年有余： 煎煮黄鱼

材料： 黄鱼 1 条、 大蒜瓣

30 粒、 姜 2 片、 葱 3 支、 油 6
杯、 高汤 2 杯。 调味料： 酱油
4 大匙 、 白胡椒粉 1/8 小匙 ，
芡粉 1 大匙、 糖 3 大匙、 水 2
大匙。

做法： 1.黄鱼清除内脏 、
洗净， 用纸巾拭干水分。 2.油
烧热， 放入黄鱼煎黄， 沥干油
分盛出。 3.余油将大蒜瓣炸至
黄取出， 留约 3～4 大匙油爆香
葱 、 姜片 ， 再放入黄鱼 、 酱
油 、 白胡椒粉 、 酒 、 糖及高
汤， 以中火煮至汤汁浓稠， 以
芡粉水勾芡， 淋些热油即可。

点评： 鱼类属于优质蛋白
质， 能很好地增强抵抗力。
六、 返老还童： 首乌核桃

材料： 首乌 50 克 、 核桃
100 克、 蜜枣 2 粒、 瘦肉 1 块。

做法： 把瘦肉在热水里焯
一下。 然后放入核桃、 首乌、
蜜枣， 小火炖 2 个小时即可。

点评： 首乌具有养肝柔
肝、 补肾乌发的功效， 核桃有
益智润肠的功效， 和瘦猪肉一
起炖， 既美味又健康。
七、 赏心悦目： 蟹黄豆腐

材料： 净咸蛋黄 15 个 、
内酯豆腐 1 盒、 青豆适量、 鱼
丸蟹肉棒适量、 姜片、 葱花、
高汤、 水淀粉。

做法： 1． 将咸蛋黄煮 （蒸）
熟， 尽量煮老一点， 用勺子压
成泥沙状。 2． 豆腐切成小块，
用开水焯一下。 青豆也焯至 6
成熟。 鱼丸蟹肉切小块。 3． 起
锅热油， 炒香姜片， 然后将咸
蛋黄放进去翻炒， 炒成糊状。
4． 放入豆腐、 青豆、 鱼丸蟹肉
棒， 加高汤 （清水也行）， 转
小火烧熟。 5． 最后调入少许水
淀粉， 撒上葱花即可起锅。 咸
蛋黄及其他食材已经有咸味了
可以不放盐， 或者少放盐。

点评： 蟹黄加上豆腐， 营
养丰盛且美味。 它含丰富的蛋
白质和维生素， 可以让身体更
加强壮。
八、 心想事成： 八宝菠菜

材料： 菠菜、 胡萝卜丝、
香菇丝 、 冬笋丝 、 腰果 、 杏
仁、 核桃、 葱花、 火腿丝、 虾
米， 调料适量。

做法： 洗净切段的菠菜、
胡萝卜丝、 香菇丝、 冬笋丝放
入加盐的滚水中焯熟； 腰果、
杏仁、 核桃放热油里面过一下
捞出， 压碎； 油烧热下葱， 火
腿丝、 虾仁、 煸炒熟铲出放菠
菜上， 加盐、 味极鲜、 香油拌
匀， 洒上干果碎即可。

点评： 中医认为菠菜性甘
凉， 能养血、 止血、 敛阴、 润
燥。 因菠菜含草酸较多， 吃时
宜先用沸水烫软， 捞出再炒。
综合自养生之道网、健康饮食网

春节的脚步越来
越近， 这个时候家家
户户都在置备年货吧。
那过年到底应该囤些
什么食物呢？ 囤哪些
食物才能让家人一起
过一个美味丰盛的年
呢？ 哪些食品又是不
用囤的呢？ 要想省钱
且健康地囤年货， 还
是有不少讲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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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货该怎么囤？

1. 调味料量不用多， 但种类不能少
最好先把家里的油盐酱醋葱姜蒜

之类基本调味品检查一下， 看看是否
需要补充， 能否坚持一周时间， 避免
因为少了某个调味品没法做出美味的
菜肴。

不过， 调味料用的不多， 所以在
选择时要按照 “量不多， 种类丰富”
的原则来囤， 这样才能做出各种各样
口味的美味， 又避免了浪费。

2. 蔬菜首选时令， 别囤太多太久
节日期间难免有几天没有蔬菜供

应， 建议还是买些蔬菜储藏起来。
蔬菜首选时令菜， 别囤太多。 要

多选时令蔬菜， 如萝卜、 白菜、 芹菜
等 ， 其中绿叶蔬菜只需要买 3 天的
量， 因为储藏久了质量就会变差。

绿叶蔬菜最好用保鲜袋包好放在
冰箱里， 但应当注意不要贴近冰箱内
壁， 避免冻伤。 豆角、 茄子、 番茄、
青椒、 黄瓜之类可以在低温下存 4～5
天， 土豆、 胡萝卜、 洋葱、 萝卜、 白
菜之类可以存长一些。

3. 水果囤多样， 储藏需分类
水果也只需要准备 3～5 天的量，

其中一小部分是在室温下只能存一两
天的品种， 比如草莓、 葡萄等； 大部
分可以选择能在室温下保存一周以上
的苹果、 柑橘等。

苹果等耐放的水果可囤一些， 但
别捂得太严实， 否则容易坏。 热带水
果如香蕉、 芒果等应当放在室温凉爽
处， 不能放冰箱里。

4. 肉类不要多买， 种类多样
牛肉、 羊肉、 鸡肉、 鱼肉……肉

类一直是春节囤货的重头戏。 出于口
感方面的考虑， 肉类冷冻时间不宜超
过一个月 ， 所以家中储存量不宜太
多。

肉类选择应多样化， 如禽类、 畜
类、 水产类每样都有， 同时可把肉切
成小块冷冻， 可避免因每次食用时反
复解冻、 冷冻， 而导致营养流失。 对
于鱼虾类食品， 尽量不要囤， 能买新
鲜的最好。

5.饮料优先选择无糖， 酒水尽量
少选

选择饮料时， 尽量购买低热量的
健康型饮料， 或者用无糖茶、 白开水、
浓度较高的果汁等替代碳酸饮料， 减
少精制糖类的摄取。 建议尽量不要囤
酒， 实在囤， 也尽量少一些。

6. 主食优先选杂粮， 尽量多样化
主食尽量选五谷杂粮， 它们含有

多种营养素和纤维素， 比如膳食纤维，
能有效减缓糖类的吸收， 并降低吃饭
的血糖上升速度， 对糖尿病患者有极
大的帮助。 过年时不妨适量备些杂粮，
在保质期内， 这类食物储备一个月的
量没有问题， 但要注意多样化。

7. 食用油， 不宜过量囤积
食用油脂在储藏过程中会受光照、

高温等容易发生氧化酸败， 建议不要
过多囤食用油。 食用油脂的储藏还要
注意， 不要放在阳台、 灶台等容易受
光照、 高温地方。

8. 零食不妨选坚果
过年时， 巧克力、 糖果等甜食是

过年常见的零食， 但它们高热量， 很
容易导致肥胖， 也会增加糖尿病等多
种慢性病的危险。

过年时零食不妨多买些坚果类食
物， 如松子、 开心果、 瓜子、 花生等。
当然， 食用也要适量， 毕竟其中含有
的脂肪和蛋白较多， 吃多了同样发胖。

不健康的年货食品少囤

高脂肪食品： 薯片、 油炸食品等。
很多家庭都喜欢备一些像糕点、 饼干、
薯片等零食， 然而， 这类食物含油脂
较多， 吃得过多会容易长胖， 导致油
脂囤积在身体里， 也加大患肥胖、 高
血脂、 冠心病、 脂肪肝的风险。

高糖食品： 饼干、 巧克力、 糖年
糕等。 这些甜食热量高， 加上节日活
动少， 假期回来很多人都会觉得肚子
又大了一圈， 一定要少吃。

多盐食品： 酱鸭、 腊肉等腌制品。
很多人喜欢囤酱鸭、 腊肉等腌制品，
主要是因为这类食品方便储藏。 但是，
腊肉、 酱鸭盐含量高， 随便吃一点就
可能让一天盐量超量， 而盐的摄入量
与血压呈正相关， 摄入高盐食物对高
血压患者极为不利。

中国食品辟谣联盟专家团成员
阮光锋

健康囤
选对、买对、储存对

创意年夜饭
为您推荐八款解馋又养生的食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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