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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
推荐 种养生粥

南瓜粥

现在的南瓜正

是营养最佳的时候，
南瓜粥现在也是当

前应季最适合市民

秋补的粥类。南瓜粥
属于温性粥，与皮蛋
瘦肉粥等凉性的粥

类相比，温和的南瓜
粥则更容易适宜秋

季人体胃肠温补的需要。
从中医角度看，南瓜粥中性偏温，常喝南

瓜粥有补中益气、清热解毒的功效，还能平喘、
消肿，因为南瓜味甘，秋季天气干燥，许多人会
出现不同程度的嘴唇干裂、鼻腔流血及皮肤燥
涩等症状，中医认为，秋燥与体内津液不足及
肺阳虚有关， 南瓜粥具有清火养胃健脾之功
效，把它与一些生津养阴润肺的食物共同煨食
服用，对于改善秋燥症状大有裨益。

黑芝麻粥

黑芝麻淘净晒

干 ，炒熟研细 ，每次
取 25 克 ， 投入 100
克粳米煮至将熟的

粥内， 加蜂蜜 1 匙，
熬至粥稠食用。黑芝
麻具有润肠通便、益
五脏、壮筋骨的作用。 此粥能滋养五脏，润燥通
便，适用于肝肾不足、虚风眩晕、风痹、瘫痪、大
便煤结、病后虚赢 、须发早白 、妇女产后乳少
等。

银耳粥

粳米 250 克，白
木耳 15 克， 加水适
量，共煮成粥。 白木
耳是秋季滋阴 、润
肺、生津的滋补佳品。 白木耳粥具有润肺止咳、
益气补肾的作用。 适用于阴虚内热燥咳、气阴
两虚等。

苹果粥

苹果 500 克，西
米、 白糖各 100 克，
加水适量 ， 共煮成
粥 。 苹果粥具有生
津、 润肺、 除烦、解
暑、健胃等作用，适用于气力不足、反胃、消化
不良、肠炎痢疾、大便干结、高血压等。

菊花粥

菊花 30 克 ，粳
米 100 克，先将菊花
煎汤，取汁加米煮成
粥。菊花粥具有散风
热 、清肝火 、明眼目
等作用，适用于秋季风热型感冒、心烦咽燥、目
赤肿痛等病症，对心血管疾病也具有较好的防
治作用。

胡萝卜粥

胡萝卜 150 克，
去皮，清洗干净，切
成碎末，同大米 100
克共煮成粥 。 中医
认为 ， 胡萝卜性味
甘、平，具有下气利胸膈、补中安五脏的作用，
此粥适用于便秘、肠胃不适、饱闷气胀、消化不
良等。

枸杞粥

枸杞 30 克 ，粳
米 100 克 ， 加水适
量。同煮成粥。枸杞
粥具有滋补肝肾 、
明目补虚等作用 ，
适用于中老年人肝肾阴亏、视物模糊、腰酸腿
软等。

土豆粥

土 豆 100 克 ，
去皮，清洗干净，切
成小块，和大米 100
克共煮成粥。 中医
认为，土豆味甘、性
平，具有健脾和中、
益气调中的功效 ，
此粥适用于胃燥 、
胃痛、便秘等。

相关链接 >>>

粥虽好，但也不是万能的，尤其要杜绝以
下几个误区———

胃不好的人少喝

不少人认为粥养胃。 但事实上，这种观点
并不全面———

喝粥不用慢慢咀嚼，因此不能促进可以帮
助消化的口腔唾液腺的分泌；

水含量偏高的粥在进入胃里后，会起到稀
释胃酸的作用，加速胃的膨胀，使胃运动缓慢，
这同样不利于消化。

因此胃病患者不宜老喝粥，而应选择其它
容易消化吸收的饮食，细嚼慢咽，促进消化。

老人不宜天天喝粥 三餐不能总喝粥

我国有句俗话“老人喝粥，多福多寿”。 人
老了，消化系统衰退了，适当喝粥的确有利于
消化，但如果天天如此，反而对身体不利。

长期喝粥有以下不利因素：因为喝粥不用
细嚼， 缺少咀嚼会加速老年人咀嚼器官的退
化；粥类食物中纤维含量较低，不利于老年人
排毒。

吃饭必须咀嚼，咀嚼不仅要用牙齿把饭粒
细细咬碎，同时还促使唾液分泌，唾液中所含
的酶对淀粉也有初步的消化作用。 缺乏咀嚼，
唾液中的淀粉酶就不能将粥中的淀粉充分分

解为麦芽糖，从而影响消化。 唾液还有中和胃
酸、修复胃黏膜的作用，喝粥时口腔几乎不用
分泌唾液，自然也就不利于保护胃黏膜。

冬瓜的多种烧法

冬瓜味甘性平，无脂肪和胆固醇，却有人
体需要的大量的微量元素。 夏天食冬瓜更有
利尿除湿和消暑的作用。

【冰镇奶味冬瓜泥】
切 1斤左右冬瓜洗净削皮并切块， 放在

粉碎机中，打成泥状。 再把冬瓜泥倒入锅中，
加少许糖，烧开后倒入一些鲜牛奶，用调制好
的藕粉勾芡成糊状盛起放入容器中， 略撒一
些桂花，冷却后放入冰箱冷藏室，半小时后即
可取出食用。

【冬瓜炒辣椒】
先将冬瓜洗净，并切成细丝，再用红绿辣

椒各两只去籽洗净也切成丝，最后，在锅中放
少许油， 先把冬瓜放入油中煸炒， 待冬瓜熟
后，再放红绿辣椒丝，煸炒片刻加少许盐、糖
和味精即可盛起。

【冬瓜烧带鱼】
用 1斤左右冬瓜去皮洗净切片。 再将一

条 1斤不到的带鱼洗净切块并晾干。然后，在
锅中放少许油，油热后放几片姜和葱段、爆香
后将带鱼放入煸炒片刻后加黄酒、盐、糖、老
抽和水烧开后，再将冬瓜倒入，小火焖烧至冬
瓜酥烂放少许味精即可。

【冬瓜烧开洋】
用 1斤左右冬瓜去皮洗净切片。 再把一

两开洋用黄酒泡软。 然后，在锅中放少许油，
油熟后放入冬瓜煸炒片刻， 即可把泡好的开
洋倒入锅中，略加生抽、盐，糖和水，待冬瓜酥
烂放少许味精和葱花即可。

【冬瓜扁尖老鸭汤】
选一只 1 斤半左右的老鸭洗净切成块

状，并焯水去掉血水浮沫。再取 3两左右的扁
尖泡在清水中除去多余的盐分， 再用 1 斤冬
瓜去皮洗净切块。 最后，把鸭块放入汤锅中，
加入适量水，放几片生姜和料酒去腥，待锅中
水开约 8分钟后，放入扁尖，小火焖烧 2 小时
左右，就可放冬瓜，并加少许盐和味精，待冬
瓜酥即可。

【冬瓜蒸肉饼子】
将 1斤左右的冬瓜去皮洗净，切成薄片，

将其均匀地铺在盆子里。 然后用 4 两左右半
精半肥的肉糜加少许姜末、料酒、生抽、盐、
糖、味精和蛋清上浆腌渍并用手撑捏上片刻，
最后把肉糜均匀地铺放在冬瓜上， 并撒少许
葱花，隔水大火蒸 20分钟即成。

【冬瓜蛤蜊汤】
用 1斤左右冬瓜去皮洗净切片， 再用半

斤新鲜蛤蜊洗净后， 焯水片刻盛起剥出蛤蜊
肉，蛤蜊汤不要倒去。然后，在锅中放少许油，
先把冬瓜煸一下， 并将蛤蜊汤和肉一并倒入
冬瓜里，加少许盐，大火烧开小心慢煮，待汤
水发白，冬瓜酥软即可，食用时加点葱末和胡
椒粉。

【蟹粉冬瓜】
用 1 斤左右的冬瓜洗净去皮切成片状。

购置一瓶蟹粉。 然后，在锅中放少许油，油热
后先把姜丝放在油中爆一下， 再把冬瓜倒入
锅煸炒，并加少许盐、味精和水，待冬瓜烧熟，
就可用两小勺蟹粉，加少许醋和香葱即可。

【茄汁草菇冬瓜】
用两个熟透的番茄洗净切碎， 并放在油

锅里煸炒成糊状盛起待用（亦可用番茄酱）。
再用几只草菇，洗净晾干后对半切开，然后用
1斤左右的冬瓜洗净后去皮切成薄片。 最后，
在锅中放少许油，然后把冬瓜煸炒一下后，放
进草菇，并加少许盐、糖和水，小火烧至冬瓜
酥软，即可把番茄放锅中拌勺，略加一点水淀
粉勾芡即可。 （贾立明）

蒜泥的保鲜妙法

蒜泥能否保鲜，其实与时间无关，关
键是如何能让其不加速氧化。 蒜泥保鲜
的关键在于热油。

做法：做好的蒜泥，在空气下氧化 4
个小时，这样的蒜泥能抗癌；烧热油，在
蒜泥中调入盐，把热油浇入蒜泥内，油要
盖过蒜泥面，等凉后装瓶，随吃随用。

(王修增)

如何让咸鸭蛋
保持新鲜味道

煮熟的咸鸭蛋， 在冰箱里保存放置
的时间过长，口感会有点发硬。再拿出来
直接食用，还会感觉到越来越咸。建议吃
之前放在开水锅中煮 10分钟左右，这样
就可以恢复刚买时的新鲜口感了。 吃起
来也不会太咸了。另外，挑选咸鸭蛋的时
候，将其举起冲着光亮看气室（咸鸭蛋空
的部分）越小越新鲜。 (王小溪)

怎么炸辣椒油才香

备料：辣椒粉，胡椒粉，芝麻，盐，炸
熟的花生米，混合后放到一个不怕烫的
容器里。 辣椒粉最多，其他是配料，少量
即可。

制作：1.烧一锅热油，关火，静置片
刻。 2.之后将热油徐徐倒入配好的辣椒
粉里，边倒边用筷子搅拌辣椒粉均匀。 3.
油宁多勿少，制作完后应完全淹没辣椒
粉。

一般炸制辣椒油选用大豆油菜籽
油和香油， 这种油炸制的辣椒油颜色
好。

配料 ：八角、丁香、良姜、香叶、桂
皮、花椒少许。 这些调料最好磨成碎末
和辣椒面放在一起。 葱段、姜片若干，芝
麻和炸好的碎花生，盐，味精少许。

制作：开火：先下入豆油或菜籽油，
凉油时葱姜下锅。 如果是调料没有磨碎
的话就把泡好的调料一起放入油内。 等
油慢慢热后， 配料出了香味捞出配料。
然后大火把油烧开， 一定要把油烧透，
这样菜籽油的味道才好。 然后关火待油
温降至 6 成热时下入香油、 辣椒面、芝
麻、花生即成。 (许志勇)

夏秋交替之季，会有脾胃功能减弱的现象，特别是

体虚者。粥是此时调节脾胃最好的饮食，立秋后早晨喝

碗粥，既可泻秋凉，又能防秋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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