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甜美芒果冰激凌

原料：
蛋奶糊：4 个蛋黄，40 克糖，300 克牛奶，玉

米淀粉 3克，芒果 200克。
做法：
1、将蛋黄放入盆中，放入淀粉和细砂糖搅

拌均匀。
2、牛奶倒入锅中加热至沸腾后离火。
3、 牛奶稍微放凉后缓缓的倒入蛋黄糊中，

一边倒一边快速搅拌，千万不要将鸡蛋烫熟。
4、将蛋奶液倒入不锈钢锅中，小火加热，不

停的搅拌。
5、 直至蛋奶液变浓稠成蛋奶糊后离火，这

个过程比较长，一定要耐心搅拌。
6、400 克淡奶油冷藏 12 小时以上， 加 20

克糖打至六七分发。
7、芒果去皮取肉后搅打成泥。
8、蛋奶糊加芒果果泥，搅拌均匀，再加淡奶

油搅拌均匀即可。

激爽薄荷冰激凌

原料：
主料： 鸡蛋黄 2个， 牛奶 200 克， 淡奶油

100克。
辅料：黑巧克力 40克，腰果 40克。
调料：细砂糖 30克，薄荷露 3大勺。
做法：
1、蛋黄+细砂糖搅拌发白。
2、牛奶煮至微沸，缓缓冲入蛋黄中，边冲入

边搅拌以免将蛋黄烫熟成蛋花。
3、 将蛋黄牛奶混合物倒回锅中小火熬煮，

期间要不停搅拌以免糊底，直至变得浓稠。
4、蛋黄牛奶混合物离火后置冰水回复室温

后，加入薄荷露搅拌均匀。
5、加入了薄荷露的牛奶蛋黄糊。
6、淡奶油打至 8分发。
7、将牛奶蛋黄糊和打发淡奶油混合搅拌均

匀。
8、 将完成的冰淇淋置于冰淇淋机中搅拌

20 分钟， 无压缩机的冰淇淋机提前 24 小时冷
冻， 淋入隔水融化的黑巧克力， 巧克力慢慢淋
入， 借助机器的搅拌， 形成分布均匀的巧克力
碎。

9、完成搅拌的冰淇淋非常膨松，取出后混
合坚果碎置于密封盒里冷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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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豆浆与

勾兑豆浆的区别
夏天来了， 许多家庭在早上都会

买上一份豆浆，但是你知道吗，用豆浆
精勾兑豆浆的现象可能比较普遍，许
多消费者不知如何鉴别。其实，区分鲜
豆浆和豆浆精豆浆并不困难， 只要注
意以下方面即可。

首先是看豆浆的颜色， 用黄豆打
的豆浆是乳白色或淡黄色， 而用豆浆
精勾兑出来的豆浆颜色要淡， 往往呈
白色或灰白色。其次就是闻味道，鲜豆
浆有豆香味且略带豆腥味， 用豆浆精
勾兑的豆香味很淡， 有的甚至有奶香
味， 这是豆浆精中的香兰素散发的味
道。买回的豆浆可放一会儿再喝，品质
上乘的豆浆静置一两个小时后会有一
点沉淀，而劣质豆浆不仅沉淀多，还会
出现分层现象。 (隽秀)

爽口菜
分分钟让你消暑
又健康

荷叶粥

【原料】 新鲜荷叶 1 张， 粳米 100
克，冰糖适量。

【做法】将鲜荷叶洗净煎汤，再用
荷叶汤同粳米、冰糖煮粥。

白灼虾

【做法】1.将鲜虾洗净，辣椒丝放在
味碟上；2.用旺火热油，浇在辣椒丝上，
再加入生抽、麻油、葱丝、姜末、盐拌
匀；3.用旺火把清水烧开，下入鲜虾淖
至熟捞起，控去水分上盘便可，跟味碟
上桌。

凉拌苦瓜

【做法】1.将苦瓜去瓜蒂、去瓤，切
成条，放入开水锅中烫一下，捞出用凉
白开水过凉， 沥干水分， 放入盘中待
用；2.将红辣椒去蒂、去籽洗净，切成细
丝，用盐腌 5 分钟，挤干水分；将蒜泥
与红辣椒丝拌匀，加酱油、豆瓣酱、味
精、香油，一起倒在苦瓜上，拌匀即可。

老虎菜

【做法】1.尖椒、黄瓜、葱洗净，切成
丝；香菜洗净，切成寸段；2.香油、酱油、
精盐、 味精放入碗中调匀， 先加入尖
椒、黄瓜腌 2 分钟后，再加入葱丝、香
菜拌匀即可。

自制冷饮 酷爽一夏

西瓜沙冰

材料：西瓜(最好选用无籽西瓜)、蜂蜜
或炼乳适量。

做法一：
1.西瓜取瓤，放在搅拌机中，打成西瓜

汁。
2.用漏网过滤掉西瓜籽。 过滤时可用勺

子压挤西瓜泥，方便取汁。
3. 将过滤好的西瓜汁放入保鲜盒，

入冰箱冰冻， 每隔 2 小时取出搅拌一
次，容器边会有冰渣出现，待所有的西
瓜汁都冻成冰渣状， 用勺子搅拌均匀，
西瓜沙冰就做好了，吃时淋上适量蜂蜜
或炼乳即可。

做法二：
1.西瓜取瓤去籽，切小块，直接入冰箱

冷冻 4小时以上。
2.取出西瓜冰，放入搅拌机，打碎成沙

冰，淋上少许炼乳或蜂蜜即可。

红豆奶香棒冰

材料：牛奶 220毫升、淡奶油 100 毫升、
白糖 30克、玉米淀粉 20克、红豆 50克。

做法：
1.红豆提前一天用温水泡发，上蒸锅蒸

熟。
2. 玉米淀粉中加入 15 毫升水搅匀备

用。
3.牛奶倒入容器，加入白糖，开小火

慢煮，边煮边搅拌。 待牛奶煮至冒泡，加
入淡奶油，再加入适量蒸熟的红豆和玉
米淀粉水，继续煮至冒泡 、稍显浓稠时
关火。

4.待牛奶红豆水冷却后，装入模具中，
入冰箱冰冻过夜，吃前放在常温下 3分钟或
用热毛巾捂一下即可轻松脱模。

水果酸奶雪糕

材料：猕猴桃 1 个、火龙果半个、芒果 1
个、酸奶 300毫升、白糖 80克。

做法：
1.火龙果取果肉，猕猴桃去皮切片，芒

果去皮切丁。
2.将火龙果肉放入料理机，加入 100 毫

升酸奶，根据个人喜好加入适量白糖，搅打
成泥，用同样的方法，做成猕猴桃酸奶泥、芒

果酸奶泥。
3.雪糕容器提前洗净 ，用开水烫过

沥干水分备用，然后将水果酸奶泥慢慢
加入雪糕容器，可以互相混搭 ，调出不
同的风味 ，待模具被填满后，入冰箱冷
冻过夜。

4.食用前，可以用吹风机在雪糕模具周
边吹一下热风或用热毛巾捂一下，可以轻松
脱模。

巧克力饼干冰激凌

材料：淡奶油 250 毫升、奶油奶酪 100
克、牛奶 220 毫升、鸡蛋 2 个(取蛋黄)、白糖
50克、巧克力饼干适量

做法：
1. 在牛奶中加入鸡蛋蛋黄和 20 克白

糖，小火加热，不停搅拌，加热至冒泡黏稠即
可关火。 再加入奶油奶酪，不停搅拌至奶油
奶酪溶化，冷却后备用。

2.巧克力饼干去除夹心，用擀面杖压碎
备用。

3.淡奶油加 30 克糖打发至 6 成发(2 倍
大的可流动状态)，加入蛋黄奶酪糊，搅拌均
匀，再倒入干净容器，加一些巧克力饼干碎，
搅匀后入冰箱冰冻。

4.每隔 1～2 小时取出，搅拌均匀，一共
搅拌 5次。

5. 吃时可以在冰激凌表层撒一些巧克
力饼干碎，丰富口感！

香蕉雪糕

材料：柠檬 1 个，白糖 450 克，香蕉 750
克，开水 1500克，奶油 450克。

制作：1、先取柠檬洗净切开，挤汁待用。
2、白糖加水煮沸，过滤。
3、 把香蕉去皮捣成泥浆， 加入糖水调

匀，再调入柠檬汁，待冷却后拌入奶油，注入
模具，置于冰箱冻结即成。

苹果雪糕

材料：苹果 500 克，白糖 150 克，开水
1000克，牛奶 2瓶。

制作：先把苹果洗干净，切成薄片，再搅
成浆状，加白糖及开水，再加入煮沸的牛奶，
搅拌均匀，注入盛器，冷却后于冰箱冻结即
成。

(陈胜群)

珊闪妙招

夏日炎炎，孩子

特别爱吃冷饮 ， 但 是 市

面 上 的 冷 饮 总 叫 人 有 些 不

放心 。 那么 ， 我们就自

己动手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