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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鳅汤

配料：泥鳅、茨实、淮山、苡米。
做法：泥鳅买回来，直接在袋子里撒几勺盐。泥鳅

自然会不断翻动，身上的黏液就会脱落，再祛除内脏，
然后用水冲干净。然后少油落锅，将泥湫爆炒一下，加
4 碗水，滚一下，然后换个小煲，加入茨实、淮山、苡米一
起煲浓。汤直接饮用，或用来煮面煮粥。

功效：小儿多汗、体虚、病后流汗不止。此汤专用
于小儿敛汗。现在很多小孩出热痱，其实可以先为其
敛汗，没有这么大汗了，痱子就不会这么厉害。

鱼骨汤

配料：大鱼骨，选中段到尾，切件。胡萝卜、黄豆、
雪耳。

做法：起锅略煎鱼骨，胡萝卜去皮切片略微爆炒，
然后加水，滚十分钟后换个汤煲去煲，加黄豆和雪耳。
汤直接饮用，或用来煮面煮粥。

功效：增强钙质、清润、去湿。

大骨汤

主料：大骨头 1000 克、胡萝卜 250 克、辅料：油、盐、
姜、葱、蒜。

做法：1、准备 1000 克大骨头，一根萝卜，一些山药。
2、把大骨头洗干净，倒入锅中，加水，放几片生姜，

几瓣蒜，滴几滴白酒焯一下。
3、焯好后捞出晾凉备用。
4、热锅冷油，加入几片生姜。
5、将大骨头倒入锅中翻炒几下。
6、炒好后倒入砂锅，加水，开始炖。
7、最后加入胡萝卜，山药，还可以加点蘑菇提鲜。
小贴士：炖大骨头汤的时候可以滴几滴醋，这样可

以使钙更好的吸收。
功效：增强钙质，健脾开胃。

象牙丝炖雪梨

配料：象牙丝（中药铺有卖，有点贵，不过，效果很
明显）、雪梨。

做法：将雪梨切开两半，中间挖空，将象牙丝放中
间。隔水炖。喝水，也可连肉吃。

功效：清润、止咳、润肺。

西湖牛肉粥

配料：瘦牛肉适量、豆腐半块。
做法：牛肉剁烂，用盐和少量蚝油调味。豆腐切成

约 0.5×0.5 的小块。当烂饭或粥快煮好时，将牛肉和豆
腐一起放入，稍微煮一会儿。牛肉和豆腐都是极易熟
的东西。最后加芝麻油调味（小孩多吃芝麻油好，芝麻
对眼睛很好）。

功效：增强钙、铁、（动植物）蛋白质。开胃。

竹蔗马蹄胡萝卜茅根水

做法：放在一起煲 2 小时即可。（微甜，小孩可以直
接当水喝。尤其适合那些不愿意喝水的小孩。）

功效：清热、降火、润肺。远没有凉茶这么凉，但很
清润。可常喝。

鲜味海鲜粥

配料：2 小颗瑶柱+蚝士干一个。
做法：将蚝士切成小块，将配料煲水至软、出味。

然后加入面或米即可。如果宝宝过得一岁，可以将软
烂的瑶柱捞出来剁烂，放翻入去，一起吃用。蚝士就大
人吃它吧。

功效：增强钙质、各种微量元素、开胃。鲜香诱人。
耐不久吃一次。没胃口的小孩，可用这两种鲜物的美
味激发其胃口。

清香瘦肉汤

配料：精肉五六两，无肥。
做法：剁烂成肉饼状。

用 汤 碗 装 满 满 一 碗
冷水，把肉放里

面泡，大概半小时。然后用煲仔连汤带水滚 15 分钟，加
少量油和盐调味（如果宝宝小，可以不放调料，都一样
很香的）。汤味清香可口，不肥腻。做法非常简单。

功效：对病后恢复、或对小孩日常补充动物蛋白质
的营养非常有帮助。

高营养鸡汤

配料：鸡爪四只、鸡腿一只、淮山、茨实。
做法：将配料放入汤煲中，放约 2 汤碗水，煲浓。
功效：鸡腿肉煲的汤香味很特别，比光是用鸡肉煲

的汤味道要更香。加鸡爪能有助于骨头的软化、营养
融入汤中。大家煲骨头汤，不妨都放一些鸡爪，你会发
现煲出来的汤特别浓、骨头也很容易熬烂。

苹果瘦肉无花果煲雪耳

配料：苹果 3 个、削皮切块。瘦肉五六两。无花果 2
个。雪耳 1 个。

做法：用汤煲煲 2 小时左右。
功效：清肝、清润、润喉、酸甜可口，开胃。小孩可常

喝，当水喝都很好。

番茄鱼肉粥（面）

配料：选用大鱼鱼腩肉（大鱼的肉比较滑，皖鱼的肉
比较粗。而且，跟卖鱼的说，只要鱼腩肉不要鱼肉，他
就会只切鱼腩给你。鱼腩只有几条大骨，在剃骨时非
常方便，不怕有细骨）、番茄半个

做法：鱼肉洗净，放两片姜、油和少许盐，隔水蒸
熟。剃骨取肉。番茄切掉中间的籽、切丁、剁细。在粥
或面快好的时候，把两个辅料一起放下去略微煮熟即
可。因为鱼肉已经熟了，番茄又很容易熟，而且煮久了
的话营养会流失。加麻油和盐调味。

功效：蛋白质丰富、营养搭配均衡、酸甜可口。

谷芽麦芽煲山楂

配料：到中药房买谷芽、麦芽、山楂，告诉药房人员
小孩有多大，人家就会配好相应的分量了。

做法：煲水喝。可常喝。
功效：健脾、开胃、消滞。

奶白鱼尾汤

配料：大鱼尾一条+胡萝卜半个。
做法：胡萝卜切成细块。鱼尾洗净，起锅落油略

煎，加胡萝卜略炒，然后直接加白开
水 ，大 火 滚 20 分 钟 。 隔 渣 饮

用。鱼尾略煎后滚出来的
汤是奶白色的，非常

诱 人 ，加 胡
萝 卜 后

汤 更

加鲜甜。宝宝必定喜欢。但一定要隔渣，不然会有残
留的鱼骨的。

功效：增强钙质、鲜甜醒胃、富含蛋白质。

苹果雪梨瘦肉汤

材料：苹果、雪梨、瘦肉。
做法：将苹果和雪梨清洗干净之后去皮以及果核，

然后切块备用；将瘦肉切丁；将准备好的瘦肉、苹果以
及雪梨一起放入锅中，随后加入清水煲汤，大约一个小
时就可以了。

功效：这道汤具有很好的润肺滋阴的效果，如果小
朋友出现了皮肤干燥或者是口干舌燥的情况，那么服
用这道汤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无花果南北杏汤

材料：南杏、北杏、无花果、新鲜的瘦肉。
做法：瘦肉清洗干净，然后切块备用；将所有准备

好的食材一起放入锅中，随后煲汤，大约两个小时之后
就可以起锅吃肉喝汤。

功效：这道汤服用之后具有很好的润肺、止咳、化
痰的效果，特别适合那些在冬天出现燥热咳嗽的小宝
贝调养身体。

清补凉瘦肉汤

材料：沙参、玉竹、淮山、枸杞、红枣、瘦肉。
做法：将所有的食材清洗干净，然后瘦肉切丁；最

后将所有的食材放入锅中煲汤，大约一个小时就可以
了。

功效：这道汤具有不错的健脾益肾的效果，并且服
用的时候还能够感觉到丝丝甘甜，非常的适合小朋友
服用，还能够促进食欲。建议有时间的妈妈，有时间就
做给小孩吃。

蔬菜浓汤

材料：洋葱、西红柿、土豆、豆腐、胡萝卜以及食盐。
做法：将土豆以及胡萝卜去皮之后切丁备用；西红

柿以及洋葱还有豆腐也切丁备用；将洋葱、胡萝卜放入
油锅中爆炒，随后放入剩下的其他食材；最后放入清
水，小火煲汤，等到汤汁变得黏稠之后放入食盐就可以
起锅了。

功效：小朋友的肠胃功能并没有完全发育成熟，所
以很容易出现各种胃肠道疾病。如果父母给孩子吃多
了过多的脂肪食物，那么很容易导致各种肠胃疾病的
出现。建议父母在冬天的时候可以给孩子多吃一些蔬
菜，这样不仅容易消化，同时又能够补充维生素，孩子
的身体也会变得更加的温暖。

南瓜红枣排骨汤

材料：南瓜、红枣、排骨、干贝、生姜、食盐。
做法：将南瓜去皮以及瓜瓤，然后清洗干净切片备

用;红枣去除果核清洗干净；干贝清洗干净，然后提前一
个小时用清水浸泡；在锅中加入所有的食材以及适量的
清水，然后煲大约 3 个小时，起锅之前加一些食盐调味。

功效：这道食谱具有很好的暖胃滋阴以及补中益气
的效果。幼儿冬天喝什么汤好，这道汤就是一个非常
不错的选择。

虾皮紫菜蛋汤

材料：虾皮、紫菜、鸡蛋、香菜、葱姜、食盐
做法：将虾皮、紫菜清洗干净;鸡蛋去壳之后放入

碗中;将姜末放入油锅中爆香，随后放入虾皮翻炒，最后
放入适量的清水;烧开之后放入鸡蛋液、紫菜、香菜以及
葱花和食盐。

功效：紫菜中含有大量人体所需要的各种微量元素
以及维生素，例如碘元素等等，冬天的时候父母应有意
识的让孩子多吃这些食物，这样能很好的增加身体抵
抗力，宝贝身体也会越来越强壮。

胡萝卜玉竹马蹄鱼头汤

材料：胡萝卜、玉竹、马蹄、鱼头。
做法：将胡萝卜、马蹄清洗干净，然后红萝卜去皮

之后切块，马蹄拍裂;鱼头清洗干净备用；将鱼头放入油
锅中煎炸，直到两边变成金黄色的时候加入清水，随后
放入准备好的其他食材；大火煲一个小时，随后放入食
盐就可以服用了。

功效：这道汤具有很好的润燥作用，对于一些皮肤
干燥以及咳嗽的情况具有很好的治疗效果。小

孩经常服用，能够很好的调养身体，减少患病
几率。

(99 健康网）

冬季煲好营养汤
赛过医生开药方

很多父母都会被孩子厌食、便秘、消化不良等问题困扰。然而，想让
孩子拥有好的肠胃，其实日常饮食中的汤就可以做到了，大家知道吗？

材 料 ：胡 萝 卜、牛 肉、洋 葱、土 豆、番
茄、包菜、番茄酱。

做法：1、牛肉切小块、沸水后重新加
清水炖煮 2 小时，直至熟软。

2、洋葱、土豆、去皮番茄、包菜、胡萝
卜切同样大小的丁。

3、炒锅内放适量黄油与植物油，加洋
葱煸炒出香味，继续加入土豆、胡萝卜、包
菜、番茄翻炒。

4、把炒熟胡萝卜、土豆、包菜、番茄倒
入牛肉汤锅中，继续炖煮半小时以上，待
土豆、胡萝卜变软即可。

5、出锅前，加番茄沙司、黑胡椒、盐调
味即成。

3种胡萝卜美食
护眼护心抗衰老

材 料 ：胡 萝 卜、鸡 蛋、面 粉、蒜、小 米
椒、盐。

做法：1、胡萝卜擦成丝。
2、鸡蛋打散，蒜切碎，小米辣椒切小

圈。
3、面粉加入打散的鸡蛋中，拌至无颗

粒，加入蒜泥和小米椒。
4、锅中放少许油，加入胡萝卜丝，翻

炒 1-2 分钟左右。
5、将炒好的胡萝卜放入蛋面糊中，放

入适量的盐拌均匀。
6、将面糊舀入小平底锅中。
7、小火加热，至四周凝固，这个时候

蛋面糊底基本定型。
8、翻面后小火加热 1 分钟左右，至蛋

饼熟即可。

到了冬天，几场北风过后，大部分蔬菜
都抗不住寒风，有一种蔬菜却反其道而行
之，以卓越的抗寒能力适应了冬天的寒
冷，热热闹闹地占领了冬日的菜市场。这
种蔬菜就是胡萝卜。今天小编就教大家 3
种护眼护心抗衰老胡萝卜美食做法。

胡萝卜鸡蛋饼

材料：胡萝卜、香菜、大蒜末、白醋、盐、
橄榄油、鸡精。

做法：1、将胡萝卜切成细丝（或用刨
子刨丝），放入大碗中。

2、加入切碎的香菜和大蒜末。（根据
口味可加油泼辣子）

3、加入橄榄油（或者芝麻油，熬熟的
菜籽油等）。

4、加入盐、鸡精、白醋，用筷子拌匀即
可食用。

（四季健康生活 ）

家常罗宋汤

凉拌胡萝卜

泥鳅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