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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瓜配海鮮西式混搭風： “蓮”的正確打開方式：
消暑清熱養顏嫩膚
粉藕脆藕做法大不同
隨著各地高溫“燒烤”模式
持續開啟，全省氣溫也相繼飆升
至 35℃以上，特別是在經歷了前
期“雨雨雨”的長時浸潤之後，
面對如是“火火火”的炎熱天氣
，不少人一時間多少有點不太適
應。炎夏時節到底吃什麼才最清
熱敗火，味苦性寒的苦瓜自然成
了當紅熱寵。除了傳統中式家常
做法，還有廚師腦洞大開，研發
了一系列的西式苦瓜美味。或菜
或飯，甚或大膽與海鮮混搭妙配
，輕鬆助你在這個夏季消暑清熱
、養顏嫩膚。

苦瓜海鮮泥配蔬菜丁
和油綠光亮的黃瓜相比，滿
身刺瘤的苦瓜長相普通，然其原
味甘苦，具有清熱去煩、消暑瀉
火等功效，因而廣東人對其格外
偏愛。當然苦瓜的吃法比較多樣
，除了清炒燉湯、涼拌冰鎮等家
常做法外，還可以打磨成消暑飲
料。其實苦瓜也可以與海鮮配伍
，採用中西結合的手法做成一道
讓人眼界大開的苦瓜海鮮泥。
由於苦瓜既是食材又是容器
，因此挑選方面比較講究，一般
以外皮顆粒飽滿、顏色翠綠的苦
瓜為佳，如是其果肉肥厚、口感
清鮮。將苦瓜剖半挖去內瓤，蝦
肉、青口、海蜇和魷魚清洗乾淨
，逐一改切成大小均勻的海鮮丁
，倒入義大利芝士撈勻，悉數裝
進瓜囊內。然後連同瓜囊入籠，

隔水清蒸 15 分鐘左右取出裝盤。
同時取茄子、黃瓜和青黃紅
三色海椒，切成細丁或小片，待
橄欖油受熱微冒青煙時，全部入
鍋清炒，隨後倒在瓜囊一側。取
開心果碎末和炒香的蒜末、洋蔥
碎，隨意撒在盤子一角以便蘸食
。蒸熟的海鮮泥上略擺幹南瓜花
、香芹葉和切瓣小番茄，適當點
綴增色。

苦瓜雞蛋餅配咸鮮三文魚
乍一看，這道菜好像僅是中
式雞蛋餅和西式三文魚的簡單
“混搭”，但是做起來則全靠手
上功夫，可說“深藏功與名”。
沒有足夠的時間積澱，難以
成就三文魚獨特的鹹鮮美味。通
常需將三文魚片成厚度均勻的薄
片，用精鹽和胡椒撈勻，保存在
特定的溫度環境中，透醃 7 天左右
，直至其顏色微呈深紅、完全入
味時為止。
於足夠的雞蛋液中，先後添
加適量蒜末、洋蔥碎、苦瓜碎和
胡椒粉，迅速攪拌均勻後，放入
烤箱中以 90℃的中低溫烤足約 90
分鐘，待其膨脹成麵包狀即可。
需要注意的是，選材方面最好使
用外皮翠綠的偏嫩幼瓜，這樣口
感方才鮮美爽嫩。將苦瓜雞蛋餅
趁熱取出切成方餅，裝盤上再配
上一兩片烤麵包薄片。
醃好的三文魚加放夏威夷黑
芝士片、芝麻草和西洋香芹增色

提香，盤子另一側隨意淋擠一些
黑芝士，再撒上一層魚子醬和少
許白芝士。苦瓜雞蛋餅蘸一點芝
士和魚子醬，吃起來鬆軟清淡，
尤其是魚子醬的脆口感很容易讓
人滿足。

苦瓜飯配鴨胸黑菌汁
苦瓜除了炒菜燉湯以外，還
可走“義大利風”，烹煮成一份
洋味十足的義大利苦瓜飯。
取鴨身肉質最厚實的鴨胸肉
，入油鍋香煎兩三分鐘，待有香
味溢出時放進烤箱，以 190℃上下
的高溫烤制約 10 分鐘，切勿過熟
，否則肉質可能偏老偏硬，從而
影響應有的口感。
浸泡好的義大利米加入適量
清雞湯小火慢慢燴煮，然後添放
苦瓜粒與烤好的鴨胸肉一起燴至
七八成熟，其間需不停攪拌以免
黏鍋。隨後放牛油、芝士、食鹽
以及白胡椒，來收汁增稠、提味
增香，如是飯粒彼此粘而不會粒
粒分開，這也是判斷義大利米飯
做得好壞的重要標準之一。
為了增加香脆口感，還可於
米飯表面添撒一點青豆芽、黑芝
士片或小番茄粒。品嘗時將鴨胸
肉切開，再撈上一點米粉和黑菌
汁，其肉質細嫩甘香，米飯小有
硬感、特別耐嚼，口腔裡徐徐回
香，吞咽之時的感覺尤為美妙。

粵菜的養生之道，從食材挑選到烹飪，
無不透露著嶺南人與自然的高度融合。讓每
道菜都保有食材的原汁原味，用看似“簡單
的做法”呈現美食，而背後其實是用心地研
究、體驗食材。想要吃得健康，你懂得將食
材物盡其用，組合不同食材取長補短嗎？
為了讓更多人“食”之有道，《揾食廣
東》版面將開設“食材漫談”欄目，邀請資
深藥劑師、國家公共營養師鐘鑒芬，結合傳
統與現代、中醫與西醫、養生與營養、美食
與健康的理論和實踐來介紹多種食材。這些
食材可能是我們非常熟悉的，但處理起來存
在一些誤區，或者尚未將其營養發揮到最大
化。除了介紹一些家常做法外，鐘老師還會
分享日常保健以及獨創的秘方，敬請期待。
第一期先從“蓮”開始。

粉藕脆藕做法大不同
提到“蓮”，相信不少人第一時間就想
到蓮藕。蓮藕有清熱生津、散瘀止血的功效
。俗語有雲：“男人韭，女人藕。”現代營
養學研究發現蓮藕含有人體所需的各種巨集
量元素和微量元素。
由於生長地方的土壤和水質的不同，蓮
藕入菜時會有不同的風味。大體可分為兩類
：一種吃起來粉性足，比較軟；一種吃起來
爽脆和清甜。
鐘老師建議，粉性足的蓮藕可烹調蓮藕
綠豆豬踭湯。做法是取蓮藕洗淨切掉藕節；
提前浸泡綠豆約 5 個小時，手反復搓磨去掉綠
豆皮；將綠豆塞滿蓮藕的縱行圓孔，用筷子
輔助壓實；豬踭飛水後放入鍋內，再加入處
理好的蓮藕和適量的清水，武火煮沸後改文
火煮兩個小時；加鹽少許，撈起蓮藕橫向切
厚片上碟。“除了蓮藕綠豆口感清新，餘下
的靚湯也美味可口、清香四溢，達到了‘一
菜兩食’的效果。”鐘老師說，另一個推薦
菜式是蓮藕燜五花肉。取蓮藕洗淨切塊，略
拍打，五花肉飛水切塊，下南乳、醬油、糖
、鹽、水適量，置鍋內慢火燜約一個小時。
若你喜歡爽脆口感的蓮藕，可製作一道
夏日清爽快手小炒。鐘老師介紹，將蓮藕洗
淨後切成約 2 毫米厚的薄片，用南乳或蠔油、
糖和油清炒數分鐘即可。

。這款粥有養心安神、養顏潤膚的功效；久
服令人精神倍增，肌膚潤澤。為什麼紅糖要
看情況添加呢？鐘老師解釋，紅糖雖然有一
定的滋補作用，但不宜用量過多，尤其是糖
尿病、血脂高或體質指數(BMI)超過 24 的人士
不宜加糖，可改為用瘦肉、蓮子煲湯，加鹽
少許調味，也可以烹調出一款美味、健康的
湯水。值得注意的是，凡腹部飽滯脹滿、大
便燥結者不宜久服蓮子。
鐘老師說，挑選蓮子有小竅門：需要先
聞一下是否有硫磺熏過的氣味，熏過的蓮子
有酸味並久煮不爛、不呈粉性。由於蓮子極
易蟲蛀，應曬乾或保存於冰箱內。

蓮葉豈止包糯米雞這麼簡單
蓮葉，又名荷葉，是粵式早茶糯米雞必
不可少的原材料。雖然它不能直接吃，但作
為配角可以給菜肴增加清香的氣味，尤其是
夏令時節用荷葉烹製的菜式還有解暑清熱的
功效。鐘老師舉例說，比如冬瓜薏米煲番鴨
湯，就用冬瓜、薏米、番鴨(肉質厚、脂肪少)
、蜜棗、荷葉等材料來熬制。在家還可以製
作一道鮮蝦荷葉飯，將鮮蝦仁、雞蛋(打勻煎
熟後切成細粒)、火腿粒、白米飯，用油在不
粘鍋上翻炒，添加少許鹽調味，趁熱用鮮荷
葉包裹 15 分鐘，荷香撲鼻，令人食欲大增。
荷葉還有一個女士喜愛的功用，就是
“減肥”。鐘老師介紹，每次用 5 克荷葉泡水
飲，可達到一定的瘦身作用。但是清代《本
草求真》有雲：“服荷葉過多，令人瘦劣，
非可常用。”因此荷葉泡水不可過量或久服
，氣血虛者也需慎服。

久服蓮子粥養顏潤膚
蓮子是常用的中藥材，鮮品和幹品均可
入饌，口味鹹甜皆宜。蓮子可補脾止瀉、益
腎固精、壯心神、實肌膚，《本草綱目》記
載“(蓮子)久服輕身耐老”。
在炎炎夏日，鐘老師說早餐最適合烹調
蓮子養生粥，需要準備蓮子、百合、紅棗、
龍眼肉、花生和大米等材料，另酌情下紅糖

最讓人忘不了的 40 道北京菜，
我只吃過 20 道，你呢？
大北京的 40 道硬菜，
每道都讓人饞的流哈喇子！

鮮香味美色香味俱全的美味
佳餚。

1.炒麻豆腐

11.炒榛子醬

一般百姓炒麻豆腐要用
羊油、黃醬加上黃豆芽或青
豆芽以及雪裡蕻要炒至黏黏
糊糊的，呈灰綠色，炒好後
，將炸好的紅辣椒油潑在上
邊即成。

炒榛子醬是滿漢全席菜
系的一種，涉及蔬菜、豬肉
、山珍等材料，味道鹹而鮮
。

2.冰糖肘子
北京譚家菜名肴，成菜
色澤紅亮，肉肘酥爛，鹵汁
如膠，味道香濃，鹹甜適口
，營養豐富。

3.蟹黃豆腐
蟹黃豆腐是一道漢族特
色名菜，屬於京菜。主料南
豆腐。

4.京醬肉絲
京醬肉絲又做京醬菜，
是傳統北京風味菜，選用豬
裡脊肉為主料。

12.燜羊肉
用微火燜熟，成菜後汁
濃湯緊，肉質軟嫩，滋味香
醇。

13.乾炸丸子
其特點是丸子金黃，
外焦脆，裡軟嫩，味鮮香。
14.蔥燒海參
海參清鮮，柔軟香滑，
蔥段香濃，食後無餘汁。

15.炒疙瘩
炒疙瘩是北京的一種特
色的炒麵食品。炒疙瘩色澤
深黃，黃綠相映成輝，食之
綿軟柔韌，醇香可口。

5.老北京粉蒸肉
正宗老北京粉蒸肉是一
道美食，味道鮮美，營養豐
富。

6.炒三香菜
切胡蘿蔔、芹菜、白菜
成條，用羊肉醬炒，為深秋
美食。如生吃，只用鹽一醃
，再加上一些醋，可以代小
菜吃。

7.炒雪裡紅
用醃好的雪裡紅或芥菜
纓，加大豆芽，以羊肉醬炒
，最能下飯。

8.炸香椿魚兒
炸香椿魚兒是一道北京
的漢族傳統名菜，其特點是
色澤金黃，外焦脆，裡軟嫩
，味鮮香。

9.蔥爆羊肉
羊肉滑嫩、鮮香不膻、
汪油包汁、食後回味無窮。
10.醋溜木須
香氣濃郁，酸甜可口，

16.銀耳素燴
銀耳素燴是一道美味可
口的傳統名菜，屬於北京菜
。口味清淡鮮美，甜咸適宜
，爽口解膩。

17.老北京豆醬
老北京豆醬叫這個名字
，其實有點“名不副實”。
它實際上是北京傳統的一道
肉皮凍。

燒肉

18. 京 味 腐 乳 紅

此菜肴，色澤紅潤，肉
塊酥爛，口味醇厚。

19.酥燜帶魚
這是一道傳統的北京菜
，在宮廷菜和官府菜中也聲
名赫赫。

20.元寶肉
元寶在這裡指的是雞蛋
，肉是指紅燒肉，這兩個食
材搭配起來吃，會顯得不那
麼膩。

21.它似蜜
形似新杏脯，色紅汁亮
，肉質柔軟，食之香甜如蜜
，回味略酸。

22.羅漢大蝦

清香味美，風味獨特，
更宜於冷食。

33.醬爆雞丁
京醬是北京的一個特色
產品，由此衍生出很多以醬
爆命名的菜，醬爆雞丁就是
最典型的一個。

23.四喜丸子

34.芥末墩兒

由四個色、香、味俱佳
的肉丸組成，寓人生福、祿
、壽、喜四大喜事。

芥末墩兒是老北京漢族
傳統風味小菜。老北京失傳
的點心和菜肴很多，但芥末
墩兒依然保存了下來。

這個既然是鹹菜肯定是
要晾涼吃的，醬香味極濃郁
，還有絲絲的肉香夾雜其中
。

25.鹿茸三珍
是北京官廷風味，冬令
滋補佳餚。原湯原味，鮮香
濃郁，味道極美。

26.菜包雞
菜包雞屬於京菜，食材
有大白菜、雞胸脯肉。

27.金餅熬茄子
金餅熬茄子是京菜的一
種，味道鹹香適口，主副搭
配。

28.五香魚
京菜中有一道口味咸鮮
，五香濃郁的五香魚，其好
吃的程度不亞於烤鴨。

29.京醬西葫蘆
做法很簡單，自己在家
就可以動手做。色澤紅亮，
口味鹹鮮。

30.北京鴨卷
北京鴨卷的特色在於它
的色澤金黃、外皮酥脆、餡
心鮮嫩、味道醇正。

31.宮門獻魚
此菜兩色兩味，質感軟
嫩而酥，形如宮門躍出一魚
。

見的以鮮蝦腸粉、牛肉腸
粉和叉燒腸粉為主。 以紅
米漿做皮的紅米羅漢齋腸
粉（前），很軟滑。蘿蔔
絲酥餅（後）則香口鬆化
。

32.北京熏肉

羅漢大蝦為京味三大蝦
之二，是北京市傳統的漢族
名肴，屬於譚家菜。

24.肉丁炒醬瓜

美食天堂
舌尖上的香港

35.油爆肚仁
油爆肚仁是一道北京傳
統名菜,遠在一千四五百年
前就有了此菜的雛形。這道
菜入口清爽不膩,脆中見嫩
。

36.滑溜裡脊
滑溜裡脊為北京家常風
味。白綠相間，顏色豔麗;
質地滑嫩，咸鮮清爽。

37.番茄腰柳
“番茄腰柳”一菜，據
說原設立于北京市東安市場
的潤明樓飯館，在 40 年代
按照一位食客的指點而創制
的。爾後在北京出了名，各
家飯館相繼仿製。

38.金針雞絲
金針雞絲，漢族名菜，
屬京菜系。此菜熱量低，且
金針湯可促進代謝。

39.京都排骨
京都排骨味道酸甜，特
色是色澤紅潤，鹹鮮微甜。

40.青椒鴨丁
以青椒和嫩鴨脯肉為主
料，滑炒而成。特點是鴨丁
香嫩宜口，青椒脆嫩鮮美。
很多菜在飯店裡已經吃
不到了，味道正宗的也不多
了，哪道菜勾起了你的回憶
？這些地道的北京菜是不是
也是你的最愛呢？

香港是美食的天堂，最傳統的粵菜
得以完整傳承。香港大排擋，仍延續著
當年市井美食的親切平實。豬腸粉、魚
蛋、碗仔翅、雞蛋仔、煎釀三寶等都是
具有香港特色的街頭美食，雖然這些食
物與“絕跡”二字尚有一大段距離，但
早年與它們相伴而生的木頭車卻早已形
跡罕見。香港傳統小吃佔據的第一把交
椅從未鬆動過，人們與魚蛋、雞蛋仔、
牛雜、粥粉面建立起來的親密關係不是
幾個“新歡”可以“挑撥”的。一起來
看看小編推薦的去香港必吃美食吧。。
。。。。
雲吞麵是香港特色美食之一，也是
香港飲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雲
吞面是在五十年代香港經濟最低潮時興
起的，至今天，車仔面和雲吞面依然甚
得人心，而價格方面則有貴有平。不過
這些小販式經營己成為歷史陳跡。
煎釀三寶是廣東、香港和澳門地區
的常見街頭小吃。這種小吃通常都讓顧
客以“三件五元”的價錢，從一堆煎釀
食物裡挑選三件。不過，這三件通常以
茄子、青椒和豆腐這三種食品最受歡迎
。青椒、茄子及冬菇釀入素魚肉，口感
不俗。
牛雜，香料和南乳餚出美味的牛雜
，亦盛載著香港人的集體回憶。辣牛雜
湯 HK$108 以牛腸、牛血、牛雜等熬煮而
成，辣度直教人標汗，用來解酒最適合
不過。
腸粉是一種使用米作成的中國廣東
小吃，因其薄皮成豬腸狀，所以叫腸粉
，或簡稱拉腸。由廣州西關泮塘荷仙館
創制於 20 世紀三四十年代。腸粉傳統以
碎肉、魚片、鮮蝦仁、雞蛋等為餡。也
是廣州、香港酒樓常見的點心，一般常

燒鵝聞名世界的鏞記
酒家，擁有五十幾年的歷
史，曾經被美國具權威的
財 經 刊 物 幸 福 雜 誌 （Fortune Magazine） 評 選 為 世
界 15 家最佳餐廳之一，也
是該雜誌唯一選入的一家
中式餐廳。以燒鵝聞名海
內外的鏞記，每天賣二百
隻燒鵝，坐落在中環的威靈頓街，與蘭
桂芳近在咫尺。我到訪時是星期五晚上
，又在六時左右入座，所以不用等待。
聽說鏞記在假日時，客人要等一至兩小
時才有機會入座，是外國饕客到香港必
嘗的美食餐廳。
芙蓉流沙包王牌流沙包，咬開即流
出以雞蛋、鴨蛋黃造成的流沙餡，香噴
惹味。
蘿蔔糕臘味蘿蔔糕，足料炮製，蘸
點辣椒醬或自家制辣油都對味。
港式燒賣魚肉燒賣王，香港傳統小
吃之一。以魚肉作餡製成的燒賣。特點
是入口特別彈牙，豉油汁香甜。海龍王
燒賣以蝦膠、蝦肉和鱷魚肉等製成，彈
牙美味。
車仔面車仔面出現在 1950 年代，是
香港市民生活水準較低的年代。國內難
民湧來香港，謀生困難，香港街頭湧現
了流動攤販，最多便是搭起車仔面檔擺
賣咖喱魚蛋和車仔面一類熟食。販賣車
仔面的木頭車中放置金屬造的“煮食格
”，分別裝有湯汁、麵條和配料，配料
通常有魚蛋、牛丸、豬皮、豬紅、蘿蔔
等平價菜色。顧客可為麵條自由選擇配
料，通常十多塊錢就可飽吃一頓。三餸
車仔面腸粉逐項計算雞翼尖可口，豬皮
則吸滿鹵水汁，與腸粉最夾。
西多士香港茶餐廳小食之一，傳說
由從法國傳入，香港慣稱為「西多士」
，簡稱「西多」，全名「法蘭西多士」
。這種由法蘭西多士傳來的小吃，來到
香港有兩個版本，一個是以咖醬做餡，
蘸滿蛋漿炸香，再拌牛油食。另一個則
是無餡多士，蘸蛋炸後跟牛油煉奶同吃
。法式西多士配香草雪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