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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黄鱼含有丰富
的蛋白质等多种营养成

分袁 还具有相当高的药用价值袁
如院鱼鳔具有润肺尧健脾尧补气血的功

效曰胆能清热解毒尧平肝尧降血脂等遥
材料院

小黄鱼 1条袁豆腐 1块袁油尧葱姜尧盐尧酱油尧
郫县豆瓣酱尧料酒尧鸡精适量遥
做法院

1.黄鱼去鳞内脏洗净袁豆腐切块过水去豆腥味曰
2.起锅热油爆香葱姜和郫县豆瓣酱袁略煎黄鱼曰

3.放 1碗水尧料酒尧酱油和豆腐焖煮 10分钟曰
4.放盐和鸡精调味即可遥

每天吃饭吃面
当主食袁偶尔来点不一样的
餐点袁 可以让小孩天天保持新鲜
感遥 今天来弄个简单的豆腐鱼饼袁不
加调味料依然美味浴
材料院传统豆腐一块袁多利鱼袁洋葱袁新鲜

玉米粒适量袁 地瓜(中)一只袁 鸡蛋两颗袁高筋面粉
7分杯遥
做法院 1.豆腐前一晚滤干水份遥 地瓜蒸熟压烂曰
2.把所有食材都切细丁遥 取一大碗将所有食材加入豆腐

里袁然后捏碎搅拌均匀遥 打匀两颗蛋然后倒入碗搅拌均匀曰
3.过筛面粉袁倒入和好的食材中搅拌均匀遥 面粉的量可

自行斟酌袁 只要面糊呈现越来越难搅拌开始有结
团的感觉即可遥 也可以先测试煎一片袁只要翻
面不容易散开即可曰

4.平底锅热一点油袁用餐巾纸抹匀吸
掉多余的油遥热好后袁挖一汤匙的肉糊下
锅铺平小火煎袁金黄色后再翻面遥肉
糊厚一些的话袁 翻面也
不容易散开遥

这道料理很简单又快速曰用
豆瓣酱煮豆腐成酱料遥 鱼肉淋上
酱料袁辣的吃起来过瘾袁又吃得到
鲜美的鱼遥 今天的鱼用花莲的贵
妃鱼袁除了鲜美味又是特价期间遥
物超所值浴

材料院
贵妃鱼 1 条袁 一般豆腐 1/2

份 袁 豆 瓣 酱 ( 辣 味 )1 大 匙 袁
米酒 1大匙袁葱遥

做法院
1.豆腐洗干净袁厨纸吸干表面水

份遥 切成小块状备用曰
2.锅热油热煎鱼袁两面都煎到金黄

色而且肉熟袁盛盘曰
3.同锅煎豆腐袁煎到金黄色袁放辣

豆瓣酱尧米酒尧适量水拌匀遥 焖至
豆腐入味袁青葱段放入拌匀曰

4.豆瓣豆腐酱料淋在
鱼肉上遥

做法院
1.鱼收拾干净袁去除腥线袁控干水分剁成段渊外边的都是一整

条的袁家里没有那么大的锅和盘冤曰
2.豆腐切成块袁用热水焯一下去除豆腥味袁也可以让豆腐不易碎曰

3.准备葱姜蒜尧花椒大料和干辣椒;五花肉洗净切薄片曰
4.锅入油袁小火袁下入葱姜蒜尧花椒大料和干辣椒袁出香味后转中火下入五花

肉片翻炒曰肉变色后倒入鱼袁将鱼煎一下袁但不要用力翻动曰
5.放料酒尧适量老抽尧生抽尧冰糖和盐袁然后倒入热水袁没过鱼曰

6.水开后下入豆腐袁转中小火炖至汁稠遥

材料院冬菇适量袁豆腐一块袁草
鱼片 200-300克袁皮蛋 1-2个袁姜袁
香菜一大把袁盐袁鸡精袁料酒遥
做法院1.鱼片洗干净晾干水加入

少许盐尧少许鸡精尧少许料酒尧油和
适量玉米淀粉搅拌均匀腌 10分钟曰

2. 冬菇开水泡软去掉菇柄备
用袁豆腐切小块袁皮蛋压烂袁香菜用
盐水泡片刻刮掉根部泥屑袁洗干净备
用袁姜切片曰

3.冬菇尧姜片加水先烧开后加入皮
蛋煮片刻以后依次加入鱼片尧 豆腐煮熟

后加入适量的盐尧鸡精尧胡椒粉尧油调味曰
4.熄火袁撒麻油袁把香菜加入搅拌均匀

即可遥
小诀窍院 多人处理香菜的时候直接

把根部切掉袁其实香菜味道最浓的地
方就在根部袁只要用盐水泡一会
儿袁刮掉皮屑再洗干净就可
以了袁这样保留香菜的
味道之余还能去
掉泥味浴

姻商报记者 清涧

琼韵岛味

的完美结合

主料院活鲫鱼 500克尧豆腐 200克遥
辅料院适量油尧盐尧香菇数朵尧胡

椒粉尧花椒尧红辣椒数个尧料酒 1勺尧
生姜遥
步骤院
1.鲫鱼宰杀袁去鳞袁去肚内黑皮择

洗干净遥
2. 用姜片擦锅加少许植物油袁爆

香姜片尧花椒遥
3.放入鲫鱼小火煎两面袁不要把

鱼弄碎遥
4. 鲫鱼皮煎制变黄后加入清水袁

倒入少许料酒袁放入干辣椒渊不喜勿
加冤袁水发香菇遥 大火煮开后袁改小火
炖制遥

5.炖制 40分钟后袁放入豆腐块袁
精盐再炖制 10分钟即可遥 撒入胡椒
粉渊不喜勿加冤袁香菜段即可出锅遥

相传袁 有个姓卢的娘子正开荒
种地袁身边的小孩饥肠辘辘遥这时有

个仙女从天而降袁安慰娘子袁并拿出一
包菜籽遥娘子问院野姓甚名谁钥冶仙女答院
野广济苍生袁何劳报答袁姓梅是也遥 冶卢
娘子按照梅仙女的意旨袁 回家和丈夫
把菜籽种下袁精心耕耘袁过了些日子袁菜
种就发芽出叶袁到了腊月时袁菜长得又

大又肥袁采来煮食袁鲜甜嫩滑袁分
外可口遥 亲朋好友得知
后袁 忙来探个究竟袁
卢夫人道袁是梅仙
女送的菜种袁就
叫野梅菜冶吧遥此
后经亲朋好友
引种袁很快广为
种植遥 丰收后袁
老百姓生活过得

红红火火袁客家人从
此有了梅菜遥

梅菜扣肉的诱惑

汤之鲜
野吃饭不可无汤冶袁这是广东人的

饮食习惯遥进餐时先汤后饭袁酒楼宴请
亲朋尧 款待来宾袁 主人家必先选好汤
羹曰在食肆点菜也要先点个野靓汤冶曰但
现在似乎全国人民都喜欢喝汤了遥 今
天袁商报老张就为你推荐几款好汤遥

奇特的外形袁要不是看到切开
的一块袁真的会让人迷惑野这胳膊
般的东西怎么吃呀钥 冶很简单袁切一
块袁不但很容易吃袁而且很好吃袁花
生和椰丝香味会令你胃口大开遥
椰丝长粑的特点是椰香浓郁尧

软糯可口尧馅料香甜遥
在海口想吃椰丝长粑袁一般只

有到菜市场专门卖早点的地方才
有曰或者可以在公交车站旁边的一
些小吃摊点才能买着椰丝长粑遥

椰丝长粑

中国美食

主料院番茄 1个尧猪肉泥 100克遥
辅料院油适量盐尧淀粉尧料酒尧鸡

精尧番茄酱尧蒜末遥
步骤院
1.我们今天要准备的食材有猪肉

泥 100克尧西红柿一个尧姜尧葱尧蒜子尧
盐尧料酒尧生粉尧番茄酱尧胡椒粉少许遥

2.首先袁将西红柿切块尧姜切末尧
葱白切葱花尧蒜子拍扁切末遥

3.准备好猪肉泥袁加半勺盐袁淋入
适量料酒袁加一勺生粉袁倒入少量清
水袁加入葱花尧姜末袁搅拌均匀遥

4.准备一碗热水袁取少许肉馅袁用
手挤压袁从虎口处挤成直径约两厘米
的丸子袁放入水中遥

5.锅中放入油袁下入蒜末煸香袁接
着将西红柿倒入锅中翻炒片刻后将
肉丸袁连同热水一起倒入锅中袁肉丸
煮熟袁浮出水面后袁倒入适量番茄酱袁
加一勺半盐袁撒上胡椒粉调味袁拌匀袁
即可出锅遥

主料院土鸡一只尧山药一根遥
辅料院适量葱尧盐尧料酒尧姜尧枸杞尧

花雕酒遥
步骤院
1.首先将土鸡砍成块袁姜切片袁葱

切段袁山药滚刀切块袁泡入清水中袁防
止变黑遥

2. 锅中倒入清水袁 放入姜片尧鸡
块袁淋入适量料酒袁焯水袁待血水焯出
后袁将鸡块捞入凉水中洗净遥

3.锅中再倒入清水袁放入姜片尧葱
段袁下入鸡块袁加适量花雕酒袁大火煮
开袁改小火慢炖三十分钟遥

4.然后加入山药袁继续炖二十分
钟后袁加入枸杞袁放小半勺盐调味袁最
后小火炖 5分钟袁就大功告成啦遥

每当馋肉时袁就去餐馆点一份梅菜扣肉袁那种软烂醇香是老
张的最爱遥
梅菜扣肉是一道比较经典尧比较传统的中国菜袁属粤菜客家菜袁

梅菜扣肉即我们常称之烧白袁因地域不同而名字颇多袁其特点在于
颜色酱红油亮袁汤汁黏稠鲜美袁扣肉滑溜醇香袁肥而不腻袁食之软烂
醇香遥梅菜吸油袁五花肉又会带着梅菜的清香袁梅菜和肥五花肉的搭
配真的可以说是恰到好处遥

据说袁梅菜
扣肉是有来历
的遥 一个版本与
苏东坡有关遥

北宋年间袁 苏东坡居惠州
时袁 专门选派两位名厨远道至
杭州西湖学厨世袁 两位厨师学
成返惠后袁 苏东坡又叫他们仿
杭州西湖的野东坡扣肉冶袁用梅
菜制成野梅菜扣肉冶袁果然美味
可口袁爽口而不腻人袁深受广大
惠州市民的欢迎袁一时袁成为惠
州宴席上的美味菜肴袁 成为客
家人美肴袁流传各地遥 野梅菜扣
肉冶精选横沥土桥梅菜芯袁在清
水中浸泡至爽口尧淡口袁把梅菜
切成若干段备用袁选五花肉袁将
五花肉皮刮干净袁 上汤锅煮透
捞出袁趁热在皮上上一层老抽袁
皮向下袁 入烧热的花生油锅里

炸袁 炸上色捞出袁 放水盆内泡
软袁 然后切成三至四毫米厚的
大肉片袁洗干净锅注入花生油袁
下葱尧姜尧蒜尧八角炒出味后袁放
了五花肉炒片刻袁然后再下汤尧
白酒尧盐尧生抽尧白糖袁待汤开
后袁挪到小火上去袁一直焖烂为
止遥 然后把烧好的五花肉拿出
来袁平整地放在碗里袁上面铺上
一层梅菜段袁再倒入原汤袁上笼
蒸透遥 把肉反转扣在盘中袁原汤
调好味烧开袁用水淀粉勾芡袁浇
在肉上即可遥

梅菜扣肉袁 不仅是客家地
区非常有名的食品之一袁 吃起
来又甜又香袁美味无比袁老少皆
宜遥 且无论北方还是南地袁不管
是宴席大餐还是小聚品尝袁这
道梅菜扣肉总会给你的味觉以
享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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