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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夏天天来来了了，，

□□主主讲讲人人：：王王云云

一一碗碗面面 一一块块肉肉 让让你你吃吃出出健健康康美美味味

主讲人介绍：

王云，北京烹饪协会副秘书长，
北京烹饪协会名厨专业委员会执行
主任兼秘书长， 中国烹饪协会名厨
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京西稻文化
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农业大学农村
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在长期的扶
贫工作中率先提出 《烹饪科技助力
精准帮扶》，《明明白白消费扶贫》，
多年来做了大量营养、保健、餐饮、
食品安全等培训。相继出版发行《经
典名菜话养生》、《食苑诗赋》、《食苑
健康系列丛书》、《水果营养健康》、
《蔬菜营养健康》等著作。

夏天离不开的面

中国人爱吃面，北京人更爱吃面。
说起老北京人对面条的喜爱， 那可谓
“情有独钟”。 面条是北京人最重要的
主食之一，经常出现在餐桌上，而多年
下来形成的风俗， 使人们在节日和喜
庆的日子里也离不开面条。

春节有俗语“初一饺子初二面”，北
京人在大年初二必要吃面条；随节气也
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夏至这一
天也是要吃面的。 孩子过满月要吃“满
月面”，老人过生日要吃“长寿面”，连娶
妻嫁女的婚宴上也不能少了“喜面”。

夏天离不了各种面。 这一清早儿
的热汤面，晌午的炸酱面，晚晌的打卤
面，都不带重样儿的。 夏天来了，面条
就更受欢迎了，炸酱面、麻酱凉面、榨菜
面、茄子面、打卤面……可以天天换着
花样地吃。

高温天气，人们往往食欲不佳，这
时在院子里摆上桌子，面条过了凉水，
浇上不管是麻酱、炸酱还是各种浇头，
配上五颜六色的菜码，吃着嘴里清爽、
身上凉爽。

炸酱面

炸酱面是“中国十大面条”之一，起
源于北京，流行于北京、天津、山东、河
北、辽宁、吉林等北方地区。 炸酱面在
北京的名气堪比烤鸭， 游客来了北京
必得尝一尝。 老北京炸酱面讲究不少，
菜码要齐全，酱要正宗地道，面条要筋
道爽口。

您要是问哪儿的炸酱面最好吃，那
肯定是自己家里做的了。

芝麻酱凉面

在北京， 夏天没有几家不吃芝麻
酱凉面的， 因为既省事又凉快。 北京
人吃芝麻酱凉面， 必备的有拌好的芝
麻酱、 花椒油、 蒜蓉汁、 老陈醋、 黄
瓜丝， 依个人口味还可以备上芝麻盐
和水萝卜丝。

拌上各种调料的芝麻酱凉面一入
口，首先感觉到的是凉，接着就是麻酱
香 、花椒香 、芝麻香 ，还有蒜香 、黄瓜
香，让人胃口大开。

打卤面

北京人逢年过节必吃的“打卤面”
也是很有些道道儿的。

说起这个面席里的打卤面，用鸡汤
或肉汤煮水发的口蘑，当然发口蘑的汤
一定也要加在汤里，放入海米、木耳、黄
花、鹿角菜等同煮调味，用水淀粉勾芡，
泼入打散的鸡蛋液，另外用小铁勺放上
油，把花椒炸香 ，趁热往卤上浇 ，这叫
“油皮”。 当然茄子丁、茄子丝、西红柿

等亦可如此制成卤子。
吃的时候可辅以翠绿的腊八蒜和

青蒜末，如今也有人改配香葱末了。
打卤面最好吃锅挑， 也可过凉水，

可以将卤子浇在面条上拌食，还可以将
卤子放在碗里佐食。

从健康饮食的角度来看，打卤面食
材取用广泛，荤素搭配，主（食）副（食）
搭配，包含了多种营养素，一碗面就做
到了 “食物多样化 ”，放到今天也是非
常科学的一道美食。

打卤面趣事

要说历史上的皇帝坐拥天下， 无
不过着奢华的生活， 但偏有一位清代
的道光皇帝， 一生崇尚节俭。 道光在
生活中只用普通的毛笔、 砚台， 每餐
不过四样菜， 除龙袍外， 衣服破了打
上补丁接着穿。

他还定下一条规矩：嫔妃平时不得
穿锦绣的衣服 ，除太后 、皇帝 、皇后以
外，非节庆不得食肉。

道光皇帝对皇后非常敬重。 有一
次，皇后生日，他决定为皇后祝寿。 于
是，满朝亲贵重臣都献上寿礼，拜寿完
毕开了宴席，却发现每人面前只有一碗
打卤面。 后来听说，为了皇后寿宴，道
光皇帝特批御膳房宰了两头猪，皇后为
此还非常感动呢。

打卤面的做法

<<<原料：水发木耳，水发黄花，水
发鹿角菜，水发口蘑，水发海米，鸡蛋，
肉片，葱姜汁，肉汤 （用整鸡和猪肉煮
制），八角，黄酒，酱油，香油，花生油，白
胡椒粉，花椒，姜末，淀粉，面条。

<<<做法：把肉汤倒在锅内，水发
木耳、黄花、鹿角菜、口蘑分别择洗干净
改刀或撕碎放在锅里，放八角、肉片、葱
姜汁、酱油、黄酒、海米，加盐 、白胡椒
粉，烧开打净浮沫，用水淀粉勾芡，鸡蛋
液泼在锅里搅匀，细姜末放在卤上，用
香油和花生油炸花椒，制成花椒油浇在
细姜末上即可。 开水煮面条，浇上卤即
可食用。

<<<特点：菜饭结合、营养丰富的
精妙之作。

吃了不发胖的“百味肉”

春末夏初，气温越来越高，人们在
饮食上也要从温补转为清补。 用兔肉
替换之前餐桌上的大鱼大肉， 正符合
时令养生的需要。 并且，兔肉和其他食
物一起烹调会附和其他食物的滋味，有
“百味肉”之称，所以不必为如何烹饪兔
肉而发愁。

兔肉在我国传统医学中也可入药，
中医认为其味甘，性寒，入肝、大肠经，
有健脾补中、凉血解毒之功效。 如此说

来，兔肉入馔也是一味食疗佳品。
常食兔肉可让儿童健康成长，助老

人延年益寿。 早在三千年前，我国古代
诗集《诗经》中就有这样的诗句：“幡幡
瓠叶，采之亨之。 君子有酒，酌言尝之。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 君子有酒，酌言
献之。 ”诗中描写主人以瓠叶和兔肉佐
酒待客，虽然简单粗陋，但却宾主尽欢。

兔不在“六牲”之列，在古时是难登
大雅之堂的， 以兔肉待客显然不够高
级。 然而在几千年后的今天，营养学研
究却证明，兔肉不但美味，而且营养十
分丰富，脂肪含量又低，是非常理想的
保健肉食。

兔肉是非常理想的保健食品。 兔
肉中的蛋白质含量高达21.5%， 几乎是
猪肉的2倍，比牛肉多出18.7%，而脂肪
含量仅为3.8%，是猪肉的1/16，牛肉的
1/5。 所以说，兔肉是一种高蛋白、低脂
肪、低胆固醇的食物，既有营养，又不会
令人发胖。

兔肉富含大脑和其他器官发育不
可缺少的卵磷脂， 有健脑益智的功效；
经常食用兔肉可增强体质、健美肌肉，
还能维护皮肤弹性，有美容功效；兔肉
中所含的脂肪和胆固醇低于所有其他
肉类， 且脂肪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是
肥胖患者理想的肉食，国外女性将兔肉
称为“美容肉”；肉中含有多种维生素和
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 尤其是人体最易
缺乏的赖氨酸和色氨酸； 兔肉肉质细
腻，易消化吸收；因此常食兔肉可让儿
童健康成长、助老人延年益寿。

陈皮兔丁的由来

说到吃兔肉， 不可不提到四川人。
四川各地的兔肉名菜可谓不胜枚举，如
麻辣兔头、花仁兔丁 、鱼香兔花 、小煎
兔、银针兔丝等等。

除了四川，我国其他各地也有不少
兔肉名肴，如广东的绿柳兔丝，安徽的
五香兔脯、玛瑙兔肉，云南的子姜野兔，
江苏的清炖兔子等。

四川有一道著名菜品陈皮兔丁，就
是以兔肉为主要原料。 这道菜来源于
古老的美食———冷吃兔，是四川自贡地
区的特色传统美食。

冷吃兔的传说

自贡民间有个传说： 三国时期，诸
葛亮领兵从四川进入云南。 路过自贡
富顺县时，张飞的酒瘾上来了，因诸葛
亮治军严谨，征战途中禁止饮酒，张飞
只好在路上偷着买。 在一家店中等酒
菜时，因时间太紧，张飞把刚端上桌的
一盘热气腾腾的干辣椒炒兔肉倒进囊
中，就急忙上路了。 路上欲饮酒，张飞
想起兔肉，拿出一看已经冷了，吃上几
口，却觉微微出汗、全身是劲儿。 正在
此时，敌军大队人马从后面偷袭，张飞

借着这股劲儿带领士兵击退敌军，立下
战功。

后来， 诸葛亮问出事情原委， 不
但没有因饮酒而处罚张飞， 反而让他
把没吃完的兔肉交出来， 诸葛亮认为
这道辣椒炒兔肉冷却后口感香脆、 回
味悠长 ， 能让士兵长精神 、 添力量 ，
适合行军时食用， 还给菜品起了个名
字———冷吃兔。

陈皮兔丁在冷吃兔的做法上再加
一味陈皮。 陈皮为当地特产， 其味苦、
辛， 性温， 有理气健脾、 燥湿化痰之
功效。

陈皮入馔可起到去腥、增香、提味
的作用，使用前应先用温水浸泡，去除
部分苦涩味道。

陈皮兔丁的做法

<<<原料：兔肉，陈皮，红干辣椒，
绍酒，葱姜汁，葱姜片，精盐 ，白糖 ，酱
油，花椒，淀粉，高汤，香油，植物油。

<<<做法：兔子肉洗净，切成方丁，
用葱姜汁、绍酒、酱油、香油、淀粉腌渍。
陈皮洗净用温水浸泡后切丁。 炒锅上
火烧热，放油下入兔丁滑炒，倒出控油。
炒锅再上火放底油， 下辣椒、 陈皮、花
椒、葱姜片炸香，烹入绍酒、酱油、少许
高汤或清水， 下兔丁， 再放入精盐、白
糖，用小火收汁，淋香油即可出锅盛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