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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瓜排骨汤

食材：排骨、苦瓜、玉米、葱、料
酒、生姜、胡椒粉、食盐。

做法：1、首先把排骨清洗干净，然后焯一下水，
去除排骨的油脂以及腥味。

2、把排骨放入锅中加入水、生姜、葱、料酒，用
大火煮开。

3、在汤中加入切好的玉米煮开。
4、把苦瓜瓤去除干净后，放入煮开的汤中，用

小火进行熬煮。
5、在煮开的汤水中加入食盐调味就可以食用

了。
功效：苦瓜性寒，能清热去火、止渴消暑。同时，在

苦瓜中维生素C的含量比较高，可滋补身体，为身体补
充能量、提高身体机能，还能够让肌肤变得白暂嫩滑。

除此之外，经常吃苦瓜还
有降血糖以及调节内分泌的作

用，所以在平时适量的吃苦瓜对于滋补身
体、减肥瘦身有非常好的帮助。

冬瓜淮山蹄髈汤

食材：蹄髈、冬瓜、淮山、姜、料酒、食盐。
做法：1、把蹄髈清洗，加入料酒，用水焯一下，

以此来去除蹄髈的油腻。
2、把淮山、冬瓜、生姜洗干净，放置一边。
3、把焯过水的蹄髈放入锅中，用大火进行熬煮

一个小时。
4、加入淮山、冬瓜、食盐一起用小火慢炖。
功效：夏天吃冬瓜清热祛暑、润肺生津，有助于夏

季降火。

百合莲藕梨汤

食材：百合、莲藕、梨、冰糖、枸杞 蜂蜜。
做法：1、将百合、莲藕、梨洗干净，切成块状，

放置在盘子中。

2、把枸杞洗干净，放在一边。
3、把切成块状的莲藕，放在锅中煮 5 分钟。
4、察觉到莲藕发软之后，加入百合、梨子，再次

进行熬煮，时间控制在 10 分钟。
5、水沸腾了，加入洗干净的枸杞，小火煨煮 5

分钟。
6、把汤水放置在外面，温度冷却在 80 度，加入

少量的蜂蜜，即可食用。
功效：莲藕属于老幼妇孺都可以食用的食物，对于

高热病患者、高血压患者、贫血患者来说，可以适当的
多吃一点。

萝卜莲子猪舌汤

食材：萝卜 750 克、莲子 50 克、芡实 25 克、蜜枣
3 枚、猪舌 500 克、猪骨 750 克。

做法：1、萝卜连皮洗净，斜向切成中块;莲子、
芡实、蜜枣去核洗净，用清水稍浸泡;

2、猪舌反复刮洗干净，切成大块，连同猪骨用
开水稍煮沸片刻，去掉血水，猪骨飞水后则用刀背
敲裂;

3、把所有材料一起放进煲内煲 2 个半小时，放

适量食盐和少量油调味便可。此量可供 3~4 人用。
功效：萝卜具有化痰清热的作用；莲子性平味涩，

能健脾胃、养心神;芡实性平味甘淡，能补脾止泻;蜜枣
性平味甘，具益气生津、滋润肺胃的作用；猪舌能补益
气血、滋补强壮;猪骨补血生髓、强筋壮骨。合而为汤，
则清润滋补、宽中下气，可祛湿化痰。

西瓜皮荷叶海蜇汤

食材：西瓜皮 500 克、鲜荷叶 60 克、鲜海蜇 250
克、丝瓜 500 克、鲜扁豆 60 克、鲜竹叶芯 15 克。

做法：1、鲜扁豆、鲜荷叶、鲜竹叶芯洗净，浸泡
20 分钟，海蜇、西瓜皮、丝瓜洗净，切为块状。

2、然后把海蜇、西瓜皮、扁豆、荷叶、鲜竹芯放
入瓦煲内，加入清水 2000 毫升 (约8碗水量)，武火煲
沸后，改为文火煲 1 个小时，加入丝瓜，煲沸片刻，
调入适量食盐和少许生油便可。

功效：天气进入炎热的时期，佐餐汤品既要清热解
暑又要利水祛湿，西瓜皮荷叶海蜇汤是对付暑湿有效
的食疗汤品，还能辅助治疗暑热伤肺之轻症。

（99健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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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麦猪肝粥

材料：纯生燕麦片、大米、猪肝、鲜鱿鱼丝、枸杞、排骨、
鸡爪、葱花、盐。

做法：1、排骨与鸡爪洗净后放入高压锅中，加入适量
的水，煮汤。

2、用汤来煮粥，当看到大米在锅里爆要花时放入麦
片。

3、麦片入锅煮开后，放入洗净切片的猪肝；
4、接着放入鲜鱿鱼丝和枸杞子。
5、新鲜的食材在锅里煮至断生后，熄火，加盐调味，撒

入葱花。

皮蛋瘦肉粥

材料：大米 1 量杯（约 140g）、瘦肉 100g、皮蛋 2 个、姜 1
小块、香葱 1 根，香油 1/2 茶匙（3ml）、盐 1。

做法：1、将大米淘洗干净，放入水，倒入香油搅匀后浸
泡 30 分钟。

2、起锅加水，烧开后放入皮蛋煮 5 分钟。
3、切碎的瘦肉放入碗中，加入 1/4 茶匙盐，抓匀后腌制

20 分钟。
4、蒸熟后的皮蛋切成小丁。
5、锅中倒入清水，大火煮开后，将肉粒倒入煮 3 分钟，

当水面有浮沫时，用汤勺子撇净。
6、然后倒入一半皮蛋，再倒入姜丝，煮约 2 分钟；浸泡

后的米捞出，倒入电饭煲；将皮蛋、瘦肉及煮沸的汤一并倒
入；加水至稠粥 1 杯米水位处。

7、在菜单中选择稠粥功能，按下煮饭键，开始煲煮。
8、浓稠后，倒入剩余的皮蛋丁，用自带的锅铲搅匀，盖

上锅盖焖 10 分钟；根据个人口味加入适量，最后撒入香葱
碎即可。

咸肉山药青菜粥

材料：大米、一小块咸肉，小青菜、山药。
做法：1、砂锅内放入足量凉水，大米淘洗干净，倒入锅

中。
2、先大火煮开，然后转中火，熬煮，期间搅拌几次，防

止糊锅。
3、山药削皮，切成小段，倒入锅中。
4、青菜洗净，因为本身很嫩嘛，所以不切，就整个叶子

下。咸肉要先蒸熟，然后切成小粒。
5、将咸肉粒倒入锅中。
6、烧滚后，继续 30 分钟，至米粒和咸肉软烂即可。
7、最后放青菜叶，咸香适口的咸肉粥就做好了。

广东师爷粥

配料：大米，水，野生黄刺鱼一条，虾 100 克，鸡肉 50
克，干贝 10 颗，葱，姜适量，黄豆 50 克，新鲜肉丸 5 个，黑木
耳 50 克，菠菜 50 克。

做法：1、先将虾和鱼一起蒸熟，将净鱼肉取出压成鱼
泥，虾仁剥开，黄豆，黑木耳泡发。

2、砂锅中先将大米和小米，干贝一同煮开，加入葱姜
丝，倒入黑木耳丝。

3、煮粥时要不断用勺子搅动防止底部粘锅。粥煮至奶
牛黏稠后，将肉丸，鸡肉丁放入。

4、最后依次放入压烂的鱼泥，搅拌均匀，接着将虾仁，
菠菜放入略煮即可。

干贝鲜虾粥

主料：剩米饭、干贝（事先浸泡过夜）、姜片、鲜虾、芹
菜。

做法：1、干贝事先用少许水泡发，然后撕成小细丝。
2、姜去皮切成细丝，芹菜切颗粒，鲜虾去壳从背部划

一刀去肠线，加入适量盐、姜粉尽量用手不断地抓捏数次
（这样可以让虾仁的黏液去除，而且口感也会更好），然后
洗净待用。

3、剩米饭放入煲内加入适量的水，然后滴几滴的
色拉油（据说放点油可以让粥的口感更滑嫩
呢）。

4、烧开，加入干贝丝，转
中 小 火 继 续 熬 煮（中
间要用勺子不
断推下

以免糊锅的）。
5、至米饭熬成粥，这时候可以加入姜丝

和虾仁，再煮上 5 分钟左右。
6、最后放点盐、胡椒粉、淋几滴香油、撒

芹菜末即可。

玉米排骨粥

主料：排骨、玉米、大米；调料：生姜片、
盐、香油、香葱。

做法：1、排骨清洗干净焯水，放凉水锅
里烧开，煮出血沫子，捞出清洗干净。

2、锅里放焯过水的排骨和足够的清水，
加 2 片生姜大火烧开，转中火炖一个小时。

3、新鲜玉米清洗干净用刀把玉米粒切
下来，加到排骨汤里，把洗过的米也放进锅
里，为了防止糊锅要经常搅拌，大火烧开转
中火煮 30 倒 40 分钟。至粥浓稠爽滑。

4、煮好的粥很浓稠，加少许盐关火，加
点香油调味即可。

鸡丝香菇粥

主料：三黄鸡一只、蟹味菇、干香菇、大
米、清水适量。

做法：1、将整只鸡洗干净，去掉鸡屁股
和鸡头，切下鸡翅、鸡腿、鸡脖子，将鸡身一
分为二，然后放入电压力锅中。

2、放入洗干净的蟹味菇、海鲜菇和适量
香叶。

3、放入桂皮一个、八角一颗、适量料酒
及清水，再放入一勺盐。

4、盖好压力锅盖子，扭好压力阀，选择煲
汤，30 分钟后汤熬好。

5、大 米 洗 干 净 ，提 前 用 清 水 浸 泡 一 小
时。然后将熬好的鸡汤倒入，煮开后转小火
熬煮。

7、将煮熟的鸡肉用手撕成鸡丝。
8、干香菇、木耳提前浸泡洗净，然后切

成条。
9、待粥大约熬制 1 小时左右，看一下粥

的状态，米很软，粥很黏稠了，然后放入香菇
和木耳，还有之前汤里的蟹味菇和海鲜菇。

10、放入适量的香油和盐，再熬煮 15 分
钟左右既可。

海鲜粥

材料：大米一杯（电饭煲的杯子）、对虾
300 克、鲜鱿鱼 300 克（1 条）、蛤蜊 300 克。

配料：冬菜 30 克、虾米 30 克、姜 10 克、香
菜 1 根、葱 1 根、盐适量、胡椒粉适量、清水
1800ml。

做法：1、大米淘洗干净后浸泡半小时。
2、虾剪去虾须，再对剪成两半，尾不剪

断（把虾头里面的虾脑洗干净，这样煮出来
的粥才不会浊）。

3、鱿鱼片花刀，切成块。
4、海米用温水泡发好，姜切丝，葱、香菜

切花，冬菜备好。
5、铸铁锅一次性加够水，煮开后才把浸

泡过的米放入锅里，煮开沸腾时用勺子搅
拌。

6、保 持 沸 腾 状 态 煮 10
分 钟 左 右 ，这 时 米
粒已经有爆
开

的迹象，加入冬菜。
8、再加入海米，略煮一会，让粥有底味，

然后依次放入姜丝，对虾，煮至虾变红，放入
蛤蜊微煮一会，再放入鱿鱼。

13、煮至蛤蜊张口，出锅前加盐（因冬
菜、虾米已有咸味，所以盐别放太多）、胡椒
粉和香菜、葱花调味，关火淋入几滴香油。

16、盛入碗中即可开吃。

韩式南瓜粥

材料：老南瓜 500 克，水 500 克 ，糯米粉
60 克 ，冰糖适量 ，小圆子适量（可以自己用
糯米粉做），芸豆适量 ，盐少许。

做法：1、南瓜洗净去籽，不去皮。蒸锅
中水煮至沸腾，放入南瓜，大火蒸 15 分钟左
右。

2、蒸好的南瓜待凉，用勺子把瓜肉挖
出。

3、在挖出的南瓜中加入水，比例大约为
1：1，可以根据自己喜好调节。用料理棒或
者粉碎机打成南瓜泥。倒入锅中，大火煮 10
分钟至沸腾后转中火。

4、糯米粉用凉水兑开，一小勺一小勺的
加入锅中，续煮 5 分钟，边煮边用勺子不停
搅拌，以防糯米粉沾底。

5、加入冰糖搅拌至融化。糯米粉加水
搓成小圆子（也可以买现成的）。

6、用另一只锅煮小圆子，煮好后把小圆
子加到南瓜粥里，正宗的南瓜粥里还需要放
一些豆类如芸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喜好添
加。最后放稍稍一点点的盐，只需一点点用
来提味，即可。

（四季养生美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