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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美食

舌尖上的“烂漫春光”
一年之计在于春，正是万物生长的好时节，自然有
不少新鲜食材上市， 让人们在欣赏春色大饱眼福的同
时，还有春天的美食可以大饱口福。 从新鲜的野菜到娇
艳的鲜花， 在春天里复苏的食材激发着人们对春之味
的无限想象。

“色香味俱” 把春味端上餐桌
春季万物复苏， 很多植物长出了新鲜的嫩
芽，正是适宜吃野菜的季节。 荠菜、香椿、马齿苋
等各种野菜成为人们餐桌上不可多得的时令佳
肴。
在达州，这些春季时令野菜中最普遍的当属
香椿了，人们习惯叫它椿芽。 随着人们餐桌上的
需求增大，香椿的价格也在不断地上涨，但是依
然挡不住人们对它的喜爱，通常用来炒蛋和凉拌
着吃。

如果觉得炒蛋有些油腻，不妨尝试更为纯粹
的做法：凉拌。 将椿芽清洗干净，烧开一锅水，下
入椿芽，焯熟捞出，沥干水分，盛入碗中，撒入适
量的细盐，淋上芝麻油再倒入少许米醋拌匀即可
食用。 这种吃法最大限度地保存了椿芽的本味，
鲜嫩爽口。 需要注意的是，在烹饪时用开水焯烫
一下的工序不可少， 可以除去亚硝酸盐和硝酸
盐。

“春日养生” 调理出健康生机
“一饱口福” 把春色吃进嘴里
春天百花齐放，赏花归来还意犹未尽？ 民间
有“春吃鲜花夏吃果，秋食野菌冬喝汤”的说法，
鲜花不仅外表美丽，还能成为不可多得的美味佳
肴。 爱尝鲜的好吃嘴儿们不妨在家亲自烹制几道
以花入馔的美食， 将烂漫春光从眼里装进胃里，
做个地道的
“
花吃”。
以花朵泡茶是食花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在春
季最应景的当属桃花茶。 鲜花除了可以泡茶，也
可以做成汤圆、糕点的馅料。 据了解，达州大约在
四月初就会有食用玫瑰上市，“花吃”们可以用它

自己在家制作玫瑰蜂蜜酱。
买回新鲜的玫瑰花，将花瓣摘下，同时把杂质
去掉，用清水将玫瑰花淘洗干净，然后切碎，在太
阳下让残留在玫瑰花表面的水分自然晾干。 将玫
瑰花与蜂蜜倒在一起，搅拌均匀，蜂蜜的量要能够
把玫瑰花整个包裹住， 才能保证玫瑰花与空气隔
绝，从而不变质。 另外一种做法即加入核桃仁、芝
麻等食材即可做成汤圆、糕点的馅料，既美味又营
养。

“春令水果” 春天里的专属甜蜜
草莓、枇杷、菠萝、芒果、樱桃……开春以后，
品种丰富的新鲜水果接踵而至， 用它们制作甜品
小吃是热爱水果和甜食的吃货们不可辜负的时令
美食。 因为可以选择的种类多样，时令水果甜品的
吃法也是多种多样， 随心搭配起来就能制作出一
种春天里的专属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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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加酸奶是很多人都尝试过的简易甜品，
但如果在其中加入麦片， 那么不但酸奶的香浓可
以包裹水果的鲜脆， 麦片的香脆还正好增加了这
道甜品的滋味。 而且水果是可以随心搭配的，放多
少层也可以根据喜好和杯子的容量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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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是动植物蓬勃生长的季
节，人体也需舒展和调节，春季又是
病菌生长繁殖最快的季节， 天气乍
暖还寒，容易生病，因此通过饮食养
生调理可谓是正当时。 春季饮食进
补忌油腻、厚味食物，宜选择清淡饮
食，中医讲疏散之品，少酸增甘，温
而不躁。 以五谷为原料的粥受到了
很多养生达人的青睐。
山药是尤其适宜于春季食用的
食材，它营养丰富，具有健脾益气的
作用，可防止春天肝气旺伤脾，亦可
补肾益精，增强抵抗力。
这种养生的粥品制作起来并不
复杂，有市民告诉记者，准备二两山
药，三两粳米，大枣五六颗，莲子 10
粒和适量冰糖即可。 首先将山药洗
净、去皮，切成薄片。 然后把粳米淘
洗干净入锅，加入适量清水，与枣、
莲子同煮， 先用大火煮沸后改用小
火慢熬。在粥煮至快熟时，加入山药
片、冰糖继续煮至粥即可。 （西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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