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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牛肉!番茄!生菜
调料!沙拉酱!盐!白糖!料

酒!鸡精!酱油!黑胡椒粉!花椒
粉!辣椒油!红酒!淀粉

做法!

!"

将牛肉断丝切成略粗一些
的条" 用盐!白糖!料酒!鸡精!酱
油!黑胡椒粉!花椒粉!辣椒油!少
许红酒!淀粉#拌匀腌制$加入少
许嫩肉粉效果更佳%"

#"

搓面团#与包饺子用的一
样软硬就可以了"

$"

锅中放少许的油#小火将
饼的两面烙熟"烙好的饼#中间因
为抹了油#很容易就会揭开"

%"

将腌制好的牛肉条在锅中
炒熟"

&"

取一张饼在上面铺上炒好
的牛肉" 再放上番茄# 抹上沙拉
酱#覆上生菜"

'"

现在可以包了#按照每个
角

!#()

#包好正好是五边形"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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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克 菜品制作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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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油主产在中国# 是中国百姓理想的
食用油" 国内营养专家预言#随着国内人民生
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食用花生油的群体日益壮
大#不久的将来#花生油将成为&东方第一油'#

与早已风靡世界#被誉为&西方第一油'的橄榄
油形成&东西抗衡'的局面"

花生油"橄榄油 健康食用油

花生油与橄榄油都成为国内外消费者所喜
爱的食用油"首先#作为新一代健康食用油#他们
都不含胆固醇#而且油酸含量非常高" 油酸含量
从花生油最高能达到

&*+

到橄榄油最高能达到
*,+

#这是普通食用油无法达到的"而且油酸可以
降低血液总胆固醇中的有害胆固醇# 而不降低
有益胆固醇# 因此油酸含量的多少成为衡量食

用油品质的重要标志" 无论是花生
油还是橄榄油无疑在这点上成为了
健康食用油的最优秀代表" 其次#花
生油与橄榄油的最佳生产工艺都属
于压榨法制油# 这样可以保证成品
油的安全卫生无污染" 该工艺最大
的优势就是全过程无需任何化学添
加剂#保证产品安全!绿色!无污染#

且只榨取第一道花生原汁# 不但可
以剔除花生油中悬浮物和有害物
质# 而且更能全面保留花生的天然
营养和原汁原味"

花生油 更适合东方人的健康食用油

与味淡的橄榄油相比# 浓香扑鼻的花生
油更适合中国人讲究色!香!味的传统饮食习
惯" 而且由于橄榄油目前在国内缺少大规模
生产基地#市场上的橄榄油多为进口产品#因
此价格十分昂贵# 是一般食用油的

$-

倍#就
连中产富裕阶层消费起来都会比较难以接
受"相对橄榄油的昂贵#花生油不但具备了橄
榄油的一切特点# 而且在性价比上更容易为
普通的工薪阶层所接受"在国内#质量最好的
高档花生油#其价格也比较适中#大约每公斤
只有

.'

元左右# 城镇居民大都可以接受#其
市场前景更为广阔"

健康花生油 全球关注

我国养生医学历来对花生的妙用多有研
究" (本草纲目)载*&花生悦脾和胃润肺化痰!

滋养补气!清咽止痒'+(药性考)载*&食用花生
养胃醒脾#滑肠润燥'" 所以#家庭中一日三餐
用优质花生油炒菜# 必会有调节身体平衡的功
效#能治好胃病也就不足为奇了"现代营养学家
研究发现#花生油!花生及其制品#富含维生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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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酸以及大量的锌!钙!磷!铁等微量
元素#人体需要的

,)

种营养素#花生中就含有
"#

种" 近期(中国营养学报)上发布了山东大学
(花生油对中国城市中老年人血脂水平的影响)

的实验报告" 实验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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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中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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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健康者#每人随即先后使用四种不同食谱*

0

基础膳食#即原有膳食#动物性脂肪摄入较多#

烹调用色拉油+

1

低脂肪高碳水化合物膳食+

2

花生油膳食#用花生油代替色拉油#减少动物性
食物的摄入+

3

花生油加花生膳食"

实验结果*与基础膳食比较#富含高油酸
的花生油膳食和花生油加花生膳食与低脂膳
食一样#均降低了总胆固醇和有害胆固醇" 此
次山东大学的实验成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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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实验生物学年会上宣布的
研究成果很相似" 对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危险
性#食用橄榄油可以降低

)'+

#食用花生油及

花生食品可降低
).+

"专家解释主要是花生油
的油酸含量高所致"在第十三届全国营养学知
识更新论坛上#营养专家们论述最新的科学实
验成果中指出# 从花生中提取的白藜芦醇!锌
及贝塔谷固醇等成分#具有抑制血小板非正常
凝聚#预防心肌梗塞!脑栓塞!心脏病等特殊功
效" 这项人类营养健康研究成果一经公布#立
即引起科技界的广泛关注#许多科研机构不惜
重金去开发花生产品" 美国国内专业研究花
生的国家级别的大机构就有

,

个# 据悉已
培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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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高油酸的花生品种#有的含
油酸达到

*'+

#比橄榄油含油酸还高"此外#

澳大利亚也在网上发布消息# 已开发出含
油酸

*'+

的花生品种" 澳专家预测#不久的
将来# 澳大利亚将全面推广栽种这种高油
酸的花生新品种"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著名营养学教授
彭妮-克里斯-艾瑟顿博士也指出*&花生油营养
新发现#在橄榄油之外#我们又有了另一种增加
食物中油酸的选择,,,花生油! 花生酱和花生
制品#有些人可能更喜欢选择这些食物"'我们相
信#随着各国对花生的进一步研究开发#花生油
势将成为健康食用油的未来" 随着我国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花生油#这种实惠的健康用油#也
将悄悄走进更多普通百姓的厨房" #刘晓$

花生油!!!健康食用油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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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去看了号称!呼叫转移
!

"的电影#影片中那位另类的天使说了台

词$!听说你们这个地方的%开封菜&挺好吃啊' "镜头一转#出现了
"#$

的招牌'

这年头!山寨货"横行
%

!开封菜"也有了盗版的#奈何物价飞涨#囊中羞涩#洋快餐

吃不起#咱就将就将就在家自己做吧#其实也挺简单的#不就是饼卷肉嘛'

我的招牌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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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山寨版!开封菜"

正宗海南粉
关键词!细粉%干捞"浓香

它的特点就是比较细#一般做成干捞粉"只要
把细粉煮好#放凉#配上花生!豆芽!芝麻!牛肉干!

酸菜和葱花# 还有热乎乎的牛肉加酸笋卤成的浓
浓酱汁#立时你就让眼前的这碗红!白!黄!绿的海
南粉抢占了你的整个眼球# 迫不及待地就想吃个
精光"别急#先拌一拌#香味扑鼻#凉凉的粉拌热酱
汁#有温度但不烫口"

文昌抱罗粉
关键词!粗粉"牛骨汤底"甜而鲜

抱罗粉比海南粉粗一点# 相传自明代起抱罗
粉就成为抱罗镇闻名四乡的美食" 除了米粉由海
南师傅在店内自制#汤底也值得一提"王记的汤是
用牛骨为主料慢火熬足

#*

小时#汤味较甜#但是
这是一种独特的味道#甜而不腻" 加上瘦肉丝!粉
肠!花生仁和少许酸笋#闻到已经令人充满食欲"

值得一提的是从海南运来的腌制的牛肉条"

万宁后安粉
关键词!河粉"海鲜汤底"清淡

这种粉看起来跟广州的沙河粉差不多" 在海
南#会用手工将灿米磨成米粉#调成粉糊后用蒸盘
烫成白嫩晶莹的粉皮#切成粉条状放入碗中备用+

另取当地特产鸡熬成的上汤# 烧滚后加入新鲜的
切成薄片的瘦猪肉!海蚌!青菜等#撒上葱花和事
先榨好的黄澄澄香脆可口的虾仁!鱿鱼等#一碗地
道的后安米粉就做成了"

广州的拉肠!云吞面#潮汕的鱼蛋粉!牛肉丸#

这些源自市井的简单小食# 却是最能勾起思乡的
胃口"对于海南人来说#&去墟市吃粉'不仅是饱口
福的乐事#更充满了家常里短的人情味"无论干捞
还是加汤#一碗海南粉带来的满足感#远胜于名贵
海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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