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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做好一碗私房面
记者李超
说到牛肉面， 可以原汁原味、 可以
香辣、 可以红烧； 面条可宽可细、 可劲
道可绵软， 汤头更是一碗面中最神秘最
精华的构成， 各家都有自己的独门秘籍。
可以说， 牛肉面是极其考验店家功力的，
但有人就偏偏敢只以一碗牛肉面撑起一
—2 号楼， 悄
家店。 在新城路东段 12——
悄隐藏着这样一家私房小馆——
—石记面
馆。
这家石记面馆充满了特点， 清真的
小馆， 居民楼改造， 几张小桌子， 干净
整洁的环境。 但最有特点的还要属店里
的食物——
—有且只有一种面。 没有汤面
干面之分、 没有浇头种类之分， 甚至没
有大小碗之分， 只有这惟一的牛肉汤面。
骨汤牛肉面、 招牌拌牛肉、 原味牛脊骨、
2 种凉拌小菜、 秘制牛肉辣酱， 简简单
单的几样食品， 就是石记面馆的全部。
这惟一一种私房骨汤牛肉面， 乍看
上去非常简单， 清汤、 细面， 几片牛肉。
但就好像武林高手向来都低调出场一样，
好味道的美食向来都不以貌论味。 汤清
淡， 却蕴含着浓浓的牛肉香气， 牛肉片
半筋半肉， 不柴不腻， 吃一口吸入了牛
肉汤的细面条， 香味独特， 筋道爽滑。
拌牛肉蒜香十足， 牛肉又香又嫩。 还有

（记者李超 摄）
秘制的牛肉辣酱和横切的牛脊骨……来
了还不一定能吃得到， 想吃得需要预订。
简简单单的一碗面， 美味源自于一
锅每天 4 至 6 个小时熬制的牛骨高汤。
老板娘石扬说， 这锅高汤是由牛腿骨、
牛脊骨和牛肉熬制， 开店以来， 每天煮
沸， 加入新料， 一锅老汤味道愈发浓厚。

店里的牛肉面和拌牛肉的好味道， 均来
自于这一锅老汤。
一人又当老板又当伙计， 只卖一碗
牛肉面， 这样独到的经营理念源自老板
娘石扬。 石扬是个爱吃美食、 更爱研究
美食的人， 她说， 开这个私房小面馆的
初衷就是喜欢看大家品尝到自己的好手

艺时的满足表情， 那会让自己有莫大的
成就感。 再加上机缘巧合学到了一个配
方， 再配合自己后来用心琢磨和加工，
成就了这碗独一份的牛肉面， 石扬就萌
生了让多人品尝到自己好手艺的想法，
石记私房面馆应此而生。
现在， 石记面馆已经开张了一年多，
有了许多回头客。 更多的顾客是从比较
远的地方特意前来， 有的是一尝再尝，
有的是朋友介绍。 不少顾客和朋友都建
议， 再加几样小菜吧， 菜式有点少。 但
石扬说， 现在店里卖的这几样利润没有
别的菜式多， 但菜式多了就会忙不过来，
她只想用所有心思专心做好这一碗面。
好味道就有好口碑， 石记私房面馆凭着
去繁至简的理念， 有着自己的风格和好
味道、 好口碑。
28 元吃遍顺城套餐系列
A 套餐： 1 份牛肉面+小菜 1 份 （赠
送汽水 1 瓶）， 15 元。
B 套餐： 2 份牛肉面+小菜 2 份 （赠
送汽水 2 瓶）， 2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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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购坚果炒货类零食需谨慎
对于吃货们来说，“双十一” 囤积零食必然是一大
“剁手”项。 然而，国家食药监总局“双十一”后发布的食
品抽检不合格通告显示，在抽检的炒货、坚果、食用油、
乳制品、 薯类和膨化食品等七类食品 632 批次样品中，
不合格样品有 6 批次。 除一款食用油不合格外，其余不
合格产品均为线上销售的坚果炒货类食品。
根据国家食药监总局网站信息， 此次抽检炒货食
品及坚果制品 111 批次， 不合格样品 5 批次。 食用油、
油脂及其制品 97 批次， 不合格样品 1 批次。 乳制品 92
批次， 酒类 95 批次， 薯类和膨化食品 41 批次， 食糖
54 批次， 饮料 142 批次， 均未检出不合格样品。
随着消费升级， 坚果因具有高营养价值在最近几
年成了消费者最喜欢的零食。 英敏特发布的 《中国
2017 年零食消费趋势》 报告显示， 40%的消费者相比
去年吃了更多的坚果， 并有超过 50%的人认为坚果好
吃， 44%的人认为坚果是一种方便的零食， 仅有 9%的
消费者认为坚果不健康。 业内专家分析， 目前不少网
售坚果炒货零食产品属于 OEM 代加工贴牌生产， 食品
代工能让企业在短时间内规模迅速扩大， 但这种贴牌
生产的模式中， 企业对产品质量的把控力较弱， 安全
隐患较高。
（网易）

新鲜柚子功效多
柚子外形浑圆， 象征团圆， 所以也
是节日的应景水果。 更重要的是柚子的
“柚” 和庇佑的“佑” 同音， 柚子即佑
子， 被人们认为有吉祥的含义。 吃柚子
象征着金玉满堂， 柚和“有” 谐音， 有
“大有” 的意思， 除去霉运带来来年好
运势。
柚子清香、 酸甜、 凉润， 是一种皮
厚耐藏的水果， 被称为“天然水果罐
头”。 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 维生
素 C 以及钙、 磷、 镁、 钠等人体必需的
元素， 能预防感冒、 促进消化。 另外，
柚子所含热量小， 也是一种很好的减肥
食物。 研究发现， 柚子能促进肝脏消化
分解脂肪， 此外， 新鲜的柚子汁有助于
降低血糖， 糖尿病患者也能适量食用，
柚子还对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有一定作
用。 中医认为， 柚子具有理气化痰、 润
肺清肠、 补血健脾等功效， 是秋冬季养
肺和缓解感冒后咳嗽的好水果， 现在很
流行的蜂蜜柚子茶， 就有良好的养肺祛
痰作用， 并能美容养颜。
（新浪）

“
歪瓜裂枣” 不一定好

最过瘾的剁椒菜
剁椒又名剁辣子， 是贵州、 湖南、 湖北、 四川等地爱吃的一种用辣椒腌
制成的咸菜， 可直接食用， 也可加工成菜品等。 可以用灯笼椒 （菜辣椒） 或
朝天椒以及已成熟变红的辣椒为原料制作。 湖南主要盛产的一种小米椒， 小
米椒也叫小朝天椒， 剁碎了以后加盐、 大蒜、 生姜拌匀， 放大缸里腌一段时
间， 就成了色香味俱全、 生物保鲜、 不含防腐剂的纯天然绿色食品。 味辣而
鲜咸， 口感偏重， 深受嗜辣者们的喜爱。
的湖南名菜剁椒鱼头。

剁椒凉菜
剁椒热菜 亮眼气派

如何准备快手早餐
“快手早餐” 不仅要求速度， 对营
养搭配更是要求甚高。 如果是仅仅抓起
几片面包胡乱塞进嘴里， 又怎么能成就
一顿营养早餐呢？ 关于这一点， 很多人
有自己的“
小妙招”。
第一招： 提前准备好新鲜的猪肉、
牛肉、 羊肉、 鸡肉或是鱼肉， 连同紫
菜、 香菇、 胡萝卜等蔬菜搅成肉糜， 再
加上一个生鸡蛋做成丸子， 然后煮熟。
最后将这些小肉丸放进冰箱冷冻起来。
于是这一周的早晨， 无论您是下面条、
煮粥、 喝汤都可以加进这些营养丰富的
小肉丸了， 快捷营养！
第二招： 前一天用水焯好蔬菜， 别
放调料， 用保鲜膜包好后放进冰箱冷
藏。 第二天早晨拿出来放进调料拌一
下。 再配上鸡蛋、 牛奶、 全麦面包， 绝
对是营养早餐!
第三招： 蒸土豆、 南瓜、 红薯。 前
一天晚上洗好食材 （薯类不要太大， 如
果太大就切成厚块、 厚片）， 放进准备
好的蒸锅， 第二天晨起开火蒸。 再配上
燕麦牛奶粥、 时令蔬菜、 卤肉、 蛋， 轻
松搞定一顿早餐！
最后还要温馨提醒大家， 细嚼慢
咽， 享受每一餐带给我们的美好时光，
喜欢快速进餐的您， 也要毫不吝啬地预
留 10 分钟的进餐时间哦！ （生命时报）

一桌菜里， 如果有一道镇桌
大菜， 也会更加体面， 然而谈何
容易， 要够大份， 够气派、 够亮
眼， 这种菜通常都费时费力。 想
来， 剁椒鱼头很值得一做。 一来，
在人们印象中， 鱼肉天然就比其他肉
食雅一点； 二来， 大鱼头一铺开， 够
大够气派； 三来， 满盘红色， 喜庆、
亮眼。 普通的聚餐， 足够镇桌了。 而
且做法简单， 失败率低， 省时省力还
便宜。
推荐食谱： 剁椒鱼头。 剁椒鱼头
这道菜， 也被称作“
红运当头”、 “开
门红”， 它的来历和清代著名文人黄宗
宪有关。 据说清朝雍正年间， 黄宗宪
为了躲避文字狱， 逃到湖南一个小村
子， 借住农户家。 这家人很穷， 买不
起菜， 幸好晚上吃饭前， 农户的儿子
捞了一条河鱼回家。 于是， 女主人就
在鱼肉里面放盐煮汤， 再将辣椒剁碎
后与鱼头同蒸。 黄宗宪觉得非常鲜美，
从此对鱼头情有独钟。 避难结束后，
他让家里厨师加以改良， 就成了今天

怎么可以尝到风味有特色的开胃
小菜？ 其实你只需要花几分钟时间简
单的凉拌一下就可以了。 零难度也可
以创造出这样的美味， 一道道快手的
风味凉菜送给大家。
推荐食谱： 剁椒粉丝蒸金针菇。
金针菇被誉为“
益智菇”， 它的氨基酸
含量高， 且含锌量比较高， 能促进智
力发育， 是儿童保健增智、 老年人延
年益寿、 成年人增强记忆力的必需品；
金针菇能增强体内的生物活性， 促进
新陈代谢； 它能抑制血脂升高， 降低
胆固醇， 防止高血脂症， 从而减少心
血管疾病的发生； 常吃能抗菌消炎，
降血脂， 还能预防哮喘、 鼻炎、 湿疹
等过敏症。

自制剁椒酱

配饭超级香

吃过剁椒的热
菜、 凉菜， 那么爱吃
辣的你绝对不能错过
这些剁椒主食的美
味！ 让你的主食瞬间

冬日养生
多吃菌类好处多， 菌类已经成为我
们饮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很多人喜
欢吃菌类，不仅是因为其口感嫩滑，更重
要的是它的养生功效被人们认同。
菌类，被称作“山珍”，自然对身体有
诸多益处。 它可以补充营养，调节神经紊
乱，降血压，同时还有健脑作用。
香菇。 香菇是世界第二大食用菌，也
是我国的特产之一，在民间素有“山珍”
之称。 它是一种生长在木材上的真菌。 味
道鲜美，香气沁人，营养丰富。 香菇富含
维生素 B 群、铁、钾、维生素 D 原，味甘，
性平， 是高蛋白、 低脂肪的营养保健食
品，主治食欲减退，少气乏力。
蟹味菇。 蟹味菇味比平菇鲜，肉比滑
菇厚，质比香菇韧，口感极佳，还具有独
特的蟹香味，其在日本有“香在松茸、味
在玉蕈”之说。 蟹味菇含有丰富维生素和
17 种氨基酸，其中赖氨酸、精氨酸的含量

零难度经典美味

变成开胃美味， 只需要一瓶剁椒酱就
可以达到！
说了这么多， 这种不仅可以用来
做菜肴， 而且可以用来拌面、 配馒头
的剁椒酱， 你要不要学学怎么做呢？
做好的剁椒酱用干净的玻璃瓶密封好
放冰箱中保存一年都没问题， 绝对是
色香味俱全的纯天然绿色食品。
自制剁椒的做法： 准备辣椒两斤，
大蒜两头， 生姜一块， 盐 5 匙， 糖少
许， 高度白酒约 100 毫升。 把红辣椒
洗干净沥干水分。 将辣椒去掉根蒂，
把大蒜剥去皮， 生姜也去皮切成小块。
将所有食材放进碎菜器。 将辣椒、 大
蒜、 生姜全都绞碎。 将食材倒入无油
无水的大盆里， 加上食盐， 再加上糖
搅拌均匀， 再加入高度白酒拌匀。 将
剁椒装进无油无水的容器内， 密封起
（美食天下）
来放置几天就可以了。

营养要“菌” 衡

高于一般菇类，有助于青少年益智增高、
抗癌、降低胆固醇。 同时具有防止便秘、
抗癌、防癌、提高免疫力、预防衰老、延长
寿命的独特功效，是一种低热量、低脂肪
的保健食品。
金针菇。 金针菇，学名毛柄金钱菌，
是秋冬与早春栽培的食用菌， 不仅味道
鲜美，而且营养丰富，是拌凉菜和火锅食
品的原料之一。 金针菇不含叶绿素，不具
有光合作用，不能制造碳水化合物，具有
热量低、高蛋白、低脂肪、多糖、多种维生
素的营养特点。
茶树菇。 茶树菇是一种食药用菌，菌
盖细嫩、柄脆，味纯香，而鲜美可口，因野
生于油茶树的枯干上，得名茶树菇。 其营
养丰富，蛋白质含量高，含有多种人体必
需的氨基酸，具有清热、平肝、明目、利
尿、健脾之功效。 吃起来清脆爽口、味道
鲜美、口感极佳，外形美观、香气独特，深

受人们的喜爱。
平菇。 平菇，又名侧耳、糙皮侧耳、蚝
菇、黑牡丹菇，台湾又称秀珍菇，是种相
当常见的灰色食用菇。 平菇中含有丰富
的氨基酸和蛋白质，中医认为平菇性温、
味甘。 具有祛风散寒、舒筋活络的功效。
用于治腰腿疼痛、手足麻木、筋络不通等
病症。 平菇中的蛋白多糖体对癌细胞有
很强的抑制作用，能增强机体免疫功能。
杏鲍菇。 杏鲍菇菌肉肥厚， 质地脆
嫩，特别是菌柄组织致密、结实、乳白，可
全部食用，且菌柄比菌盖更脆滑、爽口，
被称为“平菇王”、“干贝菇”，菇体具有杏
仁香味，肉质肥厚，口感鲜嫩，味道清香，
营养丰富，能烹饪出几十道美味佳肴。 还
具有降血脂、降胆固醇、促进胃肠消化、
增强机体免疫能力、 防止心血管病等功
效，极受人们喜爱。
（美食杰）

随着“原生态” 概念逐渐被百姓们认可， “歪瓜
裂枣” 几乎成了许多人选购果蔬的“不二法则”。 有些
天然的水果品类的确特殊， 如丑橘、 丑苹果等一上市
就大受欢迎， 有些人认为“歪歪扭扭” 就是好。 但有
些本应“规矩” 的水果，却失去了它原有的外貌，而这
些“歪瓜裂枣”的水果，常常是由于在种植期间的气温温
度反常、缺水、植物激素、强光等物理逆境，或环境污染、
病虫害、杂草等因素导致的畸形。 这些水果往往比正常
水果早熟，且会具有独特的风味，但为了食品更安全还
是少选择为妙， 多选择大小适中的水果吧！
总之， 应季水果拥有三个最， 即最新鲜、 最美味、
最营养。
（新浪）

饮食

新风尚

鲜柠檬不能用烫水泡
去网上买一袋干柠檬片， 或者在家里把鲜柠檬切
了泡水喝， 是不少人喜欢的做法， 时不时喝上一口，
营养又健康。
柠檬含有的维生素 C、 类黄酮类物质、 钾、 钙等
营养成分都对人体有益。 柠檬泡水很简单， 但是水温
一定要控制好。 水温太低， 柠檬中的物质不能更好地
溶解； 水温太高， 维生素 C 等水溶性维生素对热比较
敏感， 在 60℃至 90℃时损失最多， 所以最好能用温水
泡柠檬片。
不过， 相对于鲜柠檬来说， 干柠檬损失了一些香
气物质以及维生素 C， 最好还是泡鲜柠檬， 切片切得
薄点， 有利于营养物质析出； 如果泡得比较酸， 可以
用蜂蜜调和口味。 需要提醒的是， 胃酸过多的人， 如
果想喝柠檬水最好泡得淡一些； 对于消化不良的人来
说， 喝柠檬水能促进消化液分泌。
（生命时报）

教你健康吃红薯
红薯是维生素 C 高手。《中国食物成分表》中的数据
显示，每 100 克红薯维生素 C 含量为 26 毫克，高于大多
数的根茎、鲜豆和茄果类蔬菜，如白萝卜为 21 毫克、茄
子为 5 毫克。 因此，要想补充维生素 C，常吃红薯是个不
错的选择。
红薯颜色不同，营养特长也不同。 黄心红薯中的胡萝
卜素含量要高一些，对保护视力更有益处；白心红薯的粗
纤维含量高，含糖量比黄心高出 4%至 5%，口感更甜；紫
心红薯硒和花青素含量较高，是名副其实的抗氧化高手。
烤红薯致癌物多的说法一直在民间流传。 事实上，
烘烤产生致癌物， 主要是淀粉类经过 140℃以上高温加
热产生的丙烯酰胺类物质，蛋白质焦糊产生的杂环胺类
以及脂肪高温下产生的苯并芘类。 然而，红薯几乎没有
脂肪，蛋白质也很少，并且多采用炭火间接烘烤，所达到
的温度有限，因此正常烤红薯不易产生大量致癌物。 如
果烤红薯表面有褐色黏黏的东西，也不用担心。 这是红
薯里面的糖在高温下被浓缩， 发生焦糖化反应的结果，
对人体没有危害。
吃红薯要减少主食。 红薯含的碳水化合物和能量与
等量米饭几乎相当， 因此吃红薯就要减少吃主食的量，
以免热量超标。
（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