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汆丸子用冷水不会散

大冷的天，汆个肉丸子，连吃带喝热
乎乎，是个挺美的事儿。但不少人汆丸子
时，常常把丸子汆散了，最后成了一锅碎
丸子汤。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汆丸子
用的是热水，这样不仅容易使丸子散了，
也使丸子因受热不均， 吃起来老的老嫩
的嫩。如改用凉水汆就好了，这样能够保
证丸子受热均匀，口感一致，汆出的丸子
也会均匀完整。 (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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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香椿 让人欲罢不能

香椿竹笋

制作方法：
竹笋切成块 ;嫩香椿洗净切成细末，并

用精盐稍腌片刻，去掉水分待用 ;炒锅烧热
放油，先放竹笋略加煸炒，再放香椿末、精
盐、鲜汤用旺火收汁，点味精调味，用湿淀
粉勾芡，淋上麻油即可起锅装盘。

香椿拌豆腐

制作方法：
豆腐切块，放锅中加清水煮沸沥水，切

小丁装盘中;将香椿洗净，稍焯，切成碎末，
放入碗内，加盐、味精、麻油，拌匀后浇在豆
腐上，吃时用筷子拌匀。此食品具有润肤明
目，益气和中，生津润燥的功效。 适用于心
烦口渴，胃脘痞满，目赤，口舌生疮等病症。

潦香椿

制作方法：
将香椿去老梗洗净，下沸水锅焯透，捞

出洗净，沥水切碎，放盘内，加入精盐，淋上
麻油，拌匀即成。 此菜具有清利湿热、宽肠
通便的功效。适用于尿黄，便结，咳嗽痰多，
脘腹胀满，大便干结等病症。

煎香椿饼

制作方法：
将香椿切成小段，用水将面粉调成糊，

加入鸡蛋、葱花、料酒，和切段香椿拌匀 ;平
锅放油烧热，舀入一大匙面糊摊薄，待一面
煎黄后翻煎另一面，两面煎黄即可出锅。本
食品具有健胃理气，滋阴润燥，润肤健美的
功效。 适用于体虚纳差，毛发不荣，四肢倦
怠，大便不畅等病症。

椿苗拌三丝

制作方法：
1、半根胡萝卜洗净削皮切细丝;
2、水开后下入胡萝卜丝焯熟捞出过凉

水后控干备用;
3、白菜心洗净切细丝备用;
4、豆腐丝用开水稍烫一下捞出控干晾

凉切成和菜丝一样长的段备用;
5、香椿苗洗净后控干水;
6、 将香椿苗和三丝混合， 加入蚝油，

糖，醋调味，制作完成。

椒盐香椿鱼

制作方法：
1、香椿洗净，放滚水中过一下马上捞

出
2、用少许盐拌匀腌制 2 分钟
3、半杯面粉，两个鸡蛋 ，约 100ml 啤

酒，适量椒盐拌匀成面糊
4、腌好的香椿，攥去多余水份，挂上面

糊，放油锅炸至金黄酥脆即可

香椿鸡脯

制作方法：
1、鸡脯切成薄片，用胡椒粉、黄酒和少

许盐腌制片刻。
2、 香椿用开水焯烫几分钟后捞起，切

成细末。
3、鸡蛋打散，加入香椿末打搅均匀。
4、鸡脯用厨房纸拭干水分。
5、先在干淀粉中拍匀，再在蛋液中滚

一圈。
6、下 6 成热油锅慢炸，全部炸好后再

复炸一遍成金黄色。
7、用厨房纸吸油，摆盘沾酱食用。

香椿豆腐肉饼

制作方法：
1、香椿洗净焯水，捞出沥干水分切碎。
2、豆腐压碎，肉末，香椿碎，加调料拌

匀。
3、拌好的材料团团，压扁。
4、平底锅烧热油，饼放入煎两面金黄

即可。

香椿皮蛋豆腐

制作方法：
1、准备好嫩豆腐一块，或者南豆腐;
2、把豆腐取出用勺子切碎;
3、香椿用热水焯一下;
4、焯好的香椿放到冷水中浸泡;
5、松花蛋半个，切成丁备用;
6、把切好丁的皮蛋放到豆腐上，撒上

盐调味后，放入味精，少量白糖，一点点白
醋，淋上适量的酱油，周围码上香椿，淋上
少许香油即可。

香椿拌花生

制作方法：
1、锅里放水烧开，关火后倒入洗净的

花生米，盖上盖子泡 10 分钟，然后把花生
捞出来泡入纯净水里，泡一晚上，去掉花生
的红皮。

2、香椿洗净，放入开水中焯一分钟，捞
出过凉水后切碎。

3、 泡好搓去红皮的花生米沥干水分，
加入盐、香椿拌匀即可。 （李贝）

香椿塔做法揭秘

香椿素有“树上青菜”之称，具有独
特的香味，营养价值也非常非富。 这个春
季，再来一道用花生、香干、虾米、枸杞等
食材切碎了与香椿拌在一起， 简单地用
盐、糖和香油调下味即可，拌好后用杯子
造个型， 一道养眼又养胃的美味料理就
好了，是不是很简单呢?

材料：嫩香椿芽、豆干、花生碎、
虾米

做法：1、香椿洗干净放入料理盆内，
注入开水加盖焖 5 分钟左右， 捞出沥干
水分切成碎末备用。

2、 虾米用温水泡软并洗干净沥水，
锅内放油炒香后切成碎末备用。

3、花生米用锅炒至微黄，去皮后用
刀压碎， 如果有炸好的花生米直接压碎
就好了;枸杞用温水泡软备用。

4、 香干洗干净后用开水略烫一下，
先切成条再切成小丁， 切好的香干丁放
入料理盆内。

5、接着放入切好的香椿碎、花生碎、
虾米碎、枸杞。

6、所有材料都放进去后加入盐、糖、
香油拌匀装盘即可。 若想摆个造型，把拌
好的各种食材装进杯子或模具里， 用勺
子按压定型倒扣在盘子内即可。

Tips:
香椿芽用开水烫过后颜色就变绿

了，捞出切碎，在拌之前先用芝麻香油拌
一下， 这样最后拌的时候加盐也不会再
出水影响口感了。

花生碎我是用之前炸好的花生米直
接去皮压碎了用的，其实现炒也很方便，
花生炒脆了很容易去皮， 炒到花生仁变
黄就可以了。

因为是直接拌了食用， 所以所用食
材在洗干净之后都用开水略烫一下，准
备材料的同时烧上一壶开水就可以了，
很方便。

虾米处理干净之后炒香的步骤一定
不要省掉， 炒香的虾米为这道菜增味不
少呢，不信，炒炒就知道了。 （黄文）

� � 近日香椿又上市
了，其浓郁的味道会

荼毒冰箱里所有的菜。 我们
都知道，除了香椿炒鸡蛋，其
实香椿还能做出很多的美
食，香椿皮蛋豆腐、香椿豆腐
肉饼、 香椿拌花生、 香椿鸡
脯、椒盐香椿鱼、椿苗拌三丝
煎香椿饼、香椿拌豆腐、香椿
竹笋……吃货们， 赶快学起
来吧！

加白醋防紫甘蓝变色

紫甘蓝食法多样，可煮、炒食、凉拌、
腌渍或作泡菜等。 在炒食或者蒸煮紫甘
蓝的时候，要保持其艳丽的紫红色，在操
作前，必须加少许白醋，否则经过加热后
就会变成黑紫色，影响菜肴的美观。

保存方法
紫甘蓝有时一顿吃不完， 应该怎样

保存呢？如果是半棵或者更少的紫甘蓝，
可将保鲜膜拆开风干一下， 再用保鲜膜
包起，放在冰箱中可保存半个月左右，但
仍应尽早食用。 （隽秀）

美味提醒

香椿是营养丰富味道好

香椿其实并不是地里长的菜， 而是树上
的嫩叶。每年春季谷雨前后，香椿嫩叶便开始
生发， 这时候采摘的嫩叶香味浓郁， 口感鲜
嫩，最受人们喜爱。

人们食用香椿久已成习， 汉代就遍布大
江南北，古代农市上把香椿称椿，把臭椿称为
樗，宋苏颂盛赞：“椿木实而叶香可啖。 ”

香椿又称白椿、香椿芽，属楝科，性味苦、
涩、平，入肝、胃、肾经，有补虚壮阳固精、补肾
养发生发、消炎止血止痛、行气理血健胃等作
用，凡肾阳虚衰、腰膝冷痛、遗精阳痿、脱发者
宜食之。 香椿中含维生素 E 和性激素物质，
具有抗衰老和补阳滋阴作用， 对不孕不育症
有一定疗效，故有“助孕素”的美称。 同时，香
椿中含有香椿素等挥发性芳香族有机物，可
健脾开胃，增加食欲。 它具有清热利湿、利尿
解毒之功效，是辅助治疗肠炎、痢疾、泌尿系
统感染的良药。除此之外，香椿还能作为外敷
药，如果出现皮肤瘙痒，则可以将香椿叶嚼烂
后敷在患处，即可改善。

烹饪香椿一定记得焯水

香椿可以用于做各种各样的菜式， 如香
椿炒鸡蛋、香椿竹笋、香椿拌豆腐、潦香椿、煎
香椿饼、椿苗拌三丝、椒盐香椿鱼、香椿鸡脯、
香椿豆腐肉饼、香椿皮蛋豆腐、香椿拌花生、
凉拌香椿、腌香椿、冷拌香椿头等，冷热皆宜，
味道极佳，因此香椿在春季深受人们的喜爱。

但是， 香椿嫩叶中天然含有较多的亚硝
酸盐和草酸，在烹饪香椿时，无论是冷吃还是
热吃，都应当先过热水焯烫一下，去掉这些对
人体不利的元素，才能放心地吃。 另外，香椿
据称是一种发物， 一些皮肤过敏或有痼疾的
人应当慎吃香椿， 正常人每次进食时也不宜
吃得太多。 （王言）

巧辨种猪肉和再冻肉

识别种猪肉： 带肉皮的， 肉皮厚而
硬，毛孔粗，皮肤与脂肪之间几乎分不清
界限，这种现象在肩胛骨部位最明显。如
去皮、去骨后皮下脂肪又厚又硬，几乎和
带皮一样。识别再冻肉：冻肉解冻后销售
不完，再冻后销售，这种肉的质量大降，
识别方法一是看外形：脂肪呈深红色，肉
表红色；劈开处齐整，指压可湿手指。 二
是摸硬度，肉无弹性，指压下陷后难以恢
复。

（胡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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