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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八节

传统美食

很多人一说到腊八节， 首先想到的
是腊八粥，但其实，全国各地腊八节不同
地方的人都有各自的传统美食。 小编为
大家统计几种，看看你吃过几个吧！

腊八粥

腊八粥是一种在腊八节时由多种食
材熬制的粥，也叫做七宝五味粥。

《燕京岁时记·腊八粥》：“腊八粥者，
用黄米、白米、江米、小米、菱角米、栗子、
红豇豆、去皮枣泥等，合水煮熟，外用染
红桃仁、杏仁、瓜子、花生、榛穰、松子及
白糖、红糖、琐琐葡萄，以作点染。”。腊八
粥和腊八饭一样，是古代祭祀的遗存。

腊八粥食材的比例通常为：
大米占百分之四十， 糯米占百分之

二十，青菜占百分之十，胡萝卜、花生(黄
豆)各占百分之五，豆腐(油豆腐)、油条占
百分之五，白果、莲子、芋头三者占百分
之五，另外的百分之十衡量情形，可以不
要。

现在的腊八粥的配料是依个人口味
而定的，一般的有大米、花生、绿豆、红
豆、莲子等。 其它还有自选辅料的扁豆、
红枣、桂圆、山药、百合，枸杞子、薏米、小
米、其他豆类等。 此粥可加糖成甜品，或
者加盐。

腊八蒜

泡腊八蒜是北方， 尤其是华北地区
的一个习俗。 顾名思义，就是在阴历腊月
初八的这天来泡制蒜。 其实材料非常简
单，就是醋和大蒜瓣儿。 做法也是极其简
单， 将剥了皮的蒜瓣儿放到一个可以密
封的罐子、瓶子之类的容器里面，然后倒
入醋， 封上口放到一个冷的地方。 慢慢
地，泡在醋中的蒜就会变绿，最后会变得
通体碧绿的，如同翡翠碧玉。

小贴士：
米醋色淡，泡过蒜色泽如初，橙黄翠

绿，口感酸辣适度，香气浓而微甜。 那老
醋熏醋泡过蒜色泽发黑，蒜瓣也不够绿，
口感较差，尤其是熏醋，略带糊味，也许
这正是它的特色。

腊八豆腐

腊八豆腐是安徽省黟县地区汉族民
间传统小吃之一，节日食俗。 在春节前夕
的腊月初八，家家户户都要晒制豆腐，民
间将这种晒制的豆腐， 便称作“腊八豆
腐”。

“腊八豆腐”平时用草绳悬挂在通风
处晾着，吃时摘取，一般可晾放三个月不
变质、变味。 它既可以单独吃，也可与肉
类同炒、同炖。 招待贵宾时，黟县人还将
其雕刻成动物、花卉，浇上麻油，拌上葱
姜蒜等佐料，配成冷盘，成为酒宴佳肴。

腊八面

腊八面，即腊八节的节令食品。 流行
于陕西关中地区， 在陕西省渭北一带的
澄城地区，腊八节一般是不喝粥的，每年
的农历腊月初八早上， 家家户户都要吃
碗腊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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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老年人食用的腊八粥

老年人脏器逐步老化
且功能减退，机体代谢功
能低下， 适应性和抵抗
力较差， 抗寒及抗病能
力都明显降低， 多属虚
寒之体，故每到冬季普遍
感觉怕冷和四肢不温，要
吃一些高热量、 高蛋白的食
品，以增加营养、增强御寒和抵抗
能力，所以老年人的腊八粥应以温、补
为主。

原料：糯米 50 克，花生 40 克，黄
豆 40克，薏仁 40克，红豆 40 克，红枣
6-8 个，栗子 6-8 个，莲子 15 克，桂圆
肉 30克，糖 1／2杯，水 10杯。

做法：
1．黄豆、薏仁、红豆洗净后泡水

4-6小时。
2．加水 10杯、将豆子煮至软熟。
3．糯米洗净加入花生，红枣，莲子

和去皮的栗子煮约 25分钟，将煮熟的
豆子及桂圆一起加入熬煮约 20分钟，
入糖煮开可熄火。

适合妇女食用的腊八粥

中年妇女由于各方面压力和自身
的生理变化， 极易亏气亏血， 气血阴
虚，腰酸背疼，应多食用一些富含高纤
维和钙质的食品，起到改善虚弱体质，
补心血，止咳润肺，防止便秘的功效，
所以妇女的腊八粥应以滋阴补血美容
养颜为主。

原料：黑米、大麦仁、桂圆、山药、
黑枣、莲子、枸杞、芝麻、银耳、百合、红
糖。

做法：
1．黑米 50 克泡 10 分钟，加 6 杯

水，大火煮开，改中小火煮 20分钟，加
桂圆、红糖再煮 10 分钟，完成粥底的
制作。

2．加入煮好的配料再煮沸即可。

适合儿童食用的腊八粥

儿童正是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
合理的膳食和营养的搭配对孩子很重
要， 所以儿童的腊八粥必须有丰富的
营养。

原料：小米、玉米、大豆、马铃薯、
胡萝卜、木耳、栗子、核桃仁、松子、
黑芝麻、花生。 儿童腊八粥尽量软滑
顺口，让孩子容易消化和吸收，既要
做得软，切得细，又要考虑到色香味
俱全和保留营养成份， 要让孩子看
到粥时喜欢吃。 粥中的蔬菜切成细
丝、小片、小丁，尽量熬的软烂，防止
孩子还未嚼碎而整块下咽， 发生危
险。

适合青少年食用的腊八粥

甜味腊八粥比较符合青少年的口
味。

原料：糯米 1 杯、小红豆 100 克、
葡萄干、花生仁、莲子、红枣、桂圆干、
松子各 50克、砂糖 300克。

做法：
1． 糯米洗净， 浸泡一个晚
上，小红豆洗净，浸泡约 4

小时。
2．小红豆、莲子、

花生仁放入内锅，
烟叶水 6 杯 ，移
入电锅中， 外锅
加水 1 杯， 蒸至
开关跳起； 加入
糯米，外锅再加
水 1 杯， 继续至
开关跳起； 再加
入红枣， 桂圆干，

外锅加热水半杯，继
续蒸至开关跳起，再拌

腊八蒜炒牛肉粒

乡间民谣唱道：
腊八，祭灶，新年来到;
姑娘要花，小子要炮;老婆子要衣

裳，老头子打急慌。
腊八一过，喝了腊八粥，泡好腊八

蒜，
年味儿就已经开始四处弥漫了。
【腊八蒜】
食材：大蒜仔、陈醋、冰糖;
步骤：
1、 选用一干净无油无水的玻璃

瓶，作为泡腊八蒜的容器;
2、大蒜仔去皮晾干，不得沾水，放

入玻璃罐，加一两粒冰糖，倒入陈醋直
到刚好没过大蒜盖好盖,冬天白天室温
十度左右，白天晒太阳，晚上放冰箱冷
藏室， 隔两三天摇一摇瓶子， 泡制 10
天左右就会呈现淡淡的绿色，20 天左
右食用最好，微酸、微辣、微甜。

翡翠碧玉腊八蒜。
打开罐子， 一股诱人的蒜香扑鼻

而来，满屋子空气里弥漫着蒜味。
再看那些泡在醋里的蒜由白变

绿，通体碧绿，
像一颗颗翡翠躺在那里， 使人食

欲大增。
泡腊八蒜是北方， 尤其是华北地

区的一个习俗，顾名思义，就是在阴历
腊月初八的这天来泡制蒜。

【腊八蒜炒牛肉粒】
食材：腊八蒜、牛肉、新鲜大蒜仔、

生姜、干红椒;
步骤：
1、牛肉滤去血水，洗净，沥干水

份，切成厘米见方的小丁，用生抽、老
抽、盐、生粉腌制半小时以上入味;

2、新鲜大蒜仔去皮切末，生姜洗
净切末;干红椒切成小段;

3、腊八蒜切成小块备用;
4、坐锅热油，爆香蒜末、姜末、干

红椒，入腊八蒜略翻炒，下入腌制入味
的牛肉粒， 小火煸至牛肉粒变色，断
生，淋入一点生抽、芝麻油，略翻炒，即
可起锅装盘。

� � 提起腊八粥，大家都不陌生，民间传统腊八粥，讲究选用八种主料，八种佐料，以与腊八的八相吻
合，意喻吉利。主料以豆、米为大宗。豆类有红豆、绿豆、亘豆、扁豆、豌豆、蚕豆及各色莲豆等等。米类有
小米、大米、黄米、粳米、江米、稗米、小麦、燕麦、玉米、高粱等等。 根据喜好和习惯选用。

腊八粥的佐料，习惯在桃脯、杏脯、核桃仁、枣泥、栗子、柿子、瓜子、莲子、花生、棒子、松子、果脯、梨
干、葡萄干、白糖、玫瑰等里边选择。 煮好的腊八粥，色泽斑斓，味道极佳，吃时绵软而又不糊口。

现 在
为大家介
绍几款适
合老人、妇
女、 青少
年、儿童和
高血压糖
尿病等特
殊人群食
用的腊八
粥：

入松子、 葡萄干及砂糖 300 克即
可。

适合特殊人群食用

的腊八粥

咸味腊八粥比较适
合高血脂和糖尿病等特殊

人群。
原料：小米、玉米、高粱、燕

麦、黄豆、黑豆、绿豆、红豆、各 40
克，碎猪肉约 100 克，莲子、山植栗
子各数粒，水 6杯，盐少许。

做法：
1． 豆类用冷水浸约 30 分钟，沥

干；莲子去心，栗子去皮，山核去核
留用。

2． 水开后， 先将豆类放入煮约
15分钟，再放入其他材料，水再滚后
用慢火煮约 45分钟即成。

备注：
1．此粥不可煮得太稀，以插上筷

子不倒为宜。
2．冬季气候干燥，寒风入骨。 肉

粥既美味又御寒，可与涮锅媲美。
3．糖尿病、高血脂患者比较适合

吃这种咸味的腊八粥。 粥中还可以
加入豆制品、肉或腊肠。

4．食素的朋友可免去猪肉，加入
红枣、杏仁、核桃等。 此粥能补脾胃，
抗衰老。

改良后的腊八粥做法

原料：大米适量、胡萝卜 2 根、
熏干 2 块、青笋 1 根、香菇 7-10 朵、
木耳少许、 猪肉馅半斤、 虾仁 5-8
个，精盐少许。

做法：
1．先将米淘净，放入砂锅里，加

水后用小火。 水不可加太少，以漫过
锅的十分之六、七为准。

2．将猪肉馅放入锅里，待开锅后
撇去泡沫。 肉馅尽量选用较瘦的猪
肉馅。

3．将虾仁洗净放入锅内。
4． 将事先泡发好的香菇切成约

3毫米小丁，再将泡好的木耳切碎一
同倒入锅内。

5． 把胡萝卜切成约 3 毫米的小
丁，放入锅内。 胡萝卜应选用小一点
的，嫩一点的，中间不能有硬芯。

6．15 分钟后， 将熏干也切成 3
毫米的小丁，放入锅内。

7．10 分钟后， 将青笋切成 3 毫
米的小丁，放入锅内。

8． 期间应经常搅动粥， 避免粘
锅。 视其情况也可再加些水。

9．30 分钟后， 加少许精盐后即
可出锅。

无论哪种腊八粥，都有暖肚、润
肠、补脾、清肺，开胃、补气、安神、清
心、 养血等功效， 长期食用有益健
康。 腊八粥还有很好的寓意：腊八粥
中必定有枣，象征吉祥。 腊八粥的枣
是“早”栗是“力”，就是早下力气，争
取明年五谷丰收。 要把腊八粥做得
稠一些，粘糊糊的，粘是“连”的谐
音，意味着连年丰收。 按照老底子的
风俗， 腊八粥是要腊月初七晚上开
始做的，洗米、泡果、剥皮、去核，到
后半夜开始煮， 要用微火炖到第二
天清晨， 这腊八粥才算熬好。 做好
后，要先送亲友，而且一定要在中午
之前送出去，最后才是全家人食用。
在腊八这一天， 喝上一碗香甜可口
的腊八粥， 预示着来年的日子红红
火火。

读者朋友若有时间和兴趣 ，
不妨为家人做一次正宗的腊八
粥， 全家享受一下传统风俗的快
乐。 在这里还要提醒一下各位读
者，腊八粥味道虽然好，但不要多
吃，毕竟里面有莲子、花生等不易
消化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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