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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 DIFFERENCE

轻轻的，春来了
又在不知不觉中
悄悄的溜走
枝头的繁华还没看够
却已经又在用新叶
提醒着我们
时光的脚步 从来
都是如此匆匆
请原谅我的贪心
总想着 将一时的绚烂
永远的留住
于是 就有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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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花海

The bite of flowers

舌尖上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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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花
洛阳牡丹甲天下，现在正在牡丹花盛开的季节。享有"花中之王"美誉的牡丹花，制作成
菜肴也是一种上乘名菜。牡丹花的食用从宋代就开始了。到了明清时已有了较为完整的原料
配方和制作方法。《养小录》记载：“牡丹花瓣，汤焯可、蜜浸可、肉汁烩亦可。”无论滑
炒、勾芡、还是清炖，牡丹花那浓郁的香气终不改变。

进入盛春，大江南北到处都是繁花似锦，中国作为一个美食大国，自古就有用鲜花入菜
肴的传统，据考证，食用花卉在我国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文学作品里也处处可见他们
的身影，屈原“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诗句就是关于食用菊花的最早记

紫藤花
紫藤花的产地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北方，将紫藤花瓣用糖浸渍制饼，就成了北京著名的糕

载，而《书剑恩仇录》里的香香公主，因为天生喜欢吃草原里的花卉，所以成了金庸小说中

点“藤萝饼”。据说齐云山上住着的道士和他们的家人，会在紫藤花开时把花采下晒干，食

最漂亮、最好闻的女人。

用时再用清水发开洗净，把腊肉切成薄片覆盖花上，上锅蒸熟，春天的味道就这样整整保留

花卉佳肴不胜枚举，有些流传下来，还成为地方的特色美食，比如云南的鲜花饼，就是

一年。

卡卡的最爱。而广东的芋花烧茄子、菊花鲈鱼，上海的玉兰炒鱼片、桂花栗子，北京的茉莉
鸡脯，河南、山东等地的酱醋迎春花、茉莉花豆腐、牡丹花汤、桂花丸子等也深受人们的喜
爱。
你生活的地方什么花最有名，有什么以花入食的美食吗？这一期《舌尖上的花朵》，与
卡卡一起边走边聊，看看这个季节，有哪些花朵可以让我们即饱眼福，又饱口福！

杜鹃花
“闲折两枝持在手，细看不似人间有”，有“花中西施”之称的杜鹃花不但姿色喜人，
而且有润肺清喉、益气宁神、调和经血、强健大脑神经的功效。在白族，花色洁白、花冠大
而肉质的大白花杜鹃，常常用来煮汤或与蚕豆、咸肉、火腿等煮食或炒食，也是他们用以待
客、婚嫁娶丧筵席的材料。

玫瑰花
玫瑰应该是大家最熟悉的可以食用的花卉了，玫瑰花的吃法也很多，玫瑰花瓣单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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栀子花

微微的甜又带少许苦，用糖渍了就是著名的玫瑰糖糕，用它可做各种甜食馅的配料，其味香

“栀子花开呀开，是淡淡的青春，纯纯的爱。”人们都说玫瑰象征爱情，却不知栀子花

甜可口。用糖霜、乌梅与玫瑰花捣烂制成的玫瑰酱，收藏在瓷罐内可以经年保持色香不变。

的花语也是对爱情美丽的寄托。花谚说:"清炒桅子花，清香味谆佳"，采摘的鲜栀子花清炒，

红玫瑰花还可与鸡腿菌、鲜笋、喇叭菌等一起炖汤，是冬季的滋补佳品。

只要放上点盐就清香扑鼻，未及举筷，已觉趣味盎然，吃起来更是鲜嫩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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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卡美食游
KAKA'S GOURMET TOUR
具有药性或富于口感、香味的
炖 煮 花卉，均可以炖煮的方式处理

舌尖上的花朵

做 法 一 ： 将水或高汤、主材料（鸡、鱼等）、
调味料等直接倒入锅里，以大火煮沸后，改小火
慢炖，起锅前，加入花瓣后熄火。
做 法 二 ： 将花瓣和其他材料一同放入锅中炖煮，
这种方法会使汤汁充满花香，但花瓣会被煮烂。
做 法 三 ： 将花瓣放入小锅置于蒸笼内蒸炖，待
入味后加入煮好的汤汁中。
适用花种： 百合花、菊花、荷花、金针花、桔梗
花、蓟花、玉兰花、昙花、金荷花、晚香玉等。

The bite of flowers

美丽的花朵怎么吃
How to eat the beautiful flowers

凉 拌 适合夏天的一道菜
花 茶 将花朵烘干后冲饮
做
法： 将花苞或初开的花朵，摘除花萼、花
梗，把花冠向下摊成薄层，以文火或烤箱烘干。
烘干时要不时翻转，以便使受热均匀。烘干后放
在密封的容器， 置于冰箱内冷藏。饮用时直接用
热水冲泡，可加入冰糖、蜂蜜等增加甜味。
适用花种： 玫瑰、菊花、荷花、桂花、睡莲、茶
花、茉莉、梨花、栀子花、薰衣草花、樱花、玉
兰花等。

以鲜花或烘干的花
花 酒 瓣泡入酒中

做
法： 将花瓣先以盐水浸泡 2 小时，去涩杀
菌，然后捞起阴干，加入白酒中，同时加入适量
的冰糖。密封后，置于阴凉处 2-3个月后，让花
的香味、颜色充分与酒融合，即可开封饮用。
适用花种： 菊花、蒲公英、桂花、茉莉花、玫瑰、
兰花、梅花、茶花、樱花、荷花、木兰花、三色
堇等。

做
法： 先以盐渍，通常将花瓣用盐搓揉后，
放入容器内，食用前取出，以白开水冲去盐分，
加入一些调味料，如麻油等。烫的时候，为避免
变色，应尽量减少时间。将花朵投入热开水后，
迅速取出。
适用花种： 玫瑰、菊花、兰花、桂花、紫罗兰、
康乃馨、梨花、荷花、茶花、茉莉、金针花等。

油 炸 香脆可口
做
法： 将花瓣先以盐水浸泡 2 小时，裹上用
面粉、蛋汁、清水调制成的面糊，放进油锅中热
炸至金黄色即可。
适用花种： 玫瑰、玉兰花、金盏花、丝瓜花、菊
花、桔梗花、木芙蓉、朱槿、荷花、紫藤花、金
针花、晚香玉、栀子花、金荷花、美人蕉花等。

快 炒 鲜甜美味
做
法： 先将里脊肉、鸡肉、蔬菜等以油炒熟，
等起锅时，混入新鲜的花瓣，然后大火快炒数下
即可。
适用花种： 大部分食用花卉都可以。

火 锅 做火锅的添味料
做
法： 将花瓣先以盐水浸泡 2 小时，去涩杀
菌，放入火锅汤中。
适用花种： 花椰菜、昙花、晚香玉、油菜花、朱
槿、菊花、野姜花、蜀葵等。

将花瓣与米饭、水，
花 粥 煮成粥

做
法： 将花瓣先以盐水浸泡 2 小时，去涩杀
菌，再加米和水熬煮。
适用花种： 玫瑰、荷花、桂花、梅花、玉兰花、
菊花、百合、金针花等。

腌制蜜饯

将花朵做
成蜜饯

做
法： 将花瓣以盐搓揉后，以冷开水洗净、
沥干，将花瓣与糖以 1:2 的比例拌匀，装在密封
容器内腌制3天即可食用。
适用花种： 玫瑰、菊花、洛神花、茉莉、兰花、
朱槿、木芙蓉、栀子花、荷花、茶花、 梅花、玉
兰花、金针花、樱花等。

糕 点 清香迷人
做
法： 以花瓣当成调味素材，加入糕点中。
适用花种： 大部分食用花卉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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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知识
花卉食用三步
第一步：选择新鲜纯净的鲜花。尽量选用未经农药污染的鲜花 ， 若已经农药污染， 则一定要清
洗处理干净；应尽量选择刚刚盛开的鲜花。
第二步：烹调前浸泡鲜花。将整朵花拆开，去除花萼，再将花瓣一片片取下，浸泡在清水中2-3
小时。
第三步：选择适当烹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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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花朵之食谱
THE RECIPE OF FLOWERS
看了那么多可食用的鲜花介绍，
是不是已经有小伙伴跃跃欲试了呢？
下面卡卡就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些鲜花食谱，
有空选自己喜欢的做一下，
说不定你还能创意出新花样呢。

玫瑰华夫饼
主料：
低粉

80g

泡打粉

2g

玫瑰花

2g

调料：
牛奶

50g

鸡蛋

1只

蜂蜜

40g

黄油

30g

制作方法：
1. 准备好原料；
2. 先把黄油加热化开；
3. 加入牛奶，蜂蜜，鸡蛋打匀；
4. 筛入面粉，泡打粉混合物；
5. 拌匀醒30分钟左右；
6. 在模具上刷上一层油；
7. 玫瑰花掰开；
8. 先在模具表面撒一层花瓣；
9. 加上适量的面糊再撒一层花瓣；
10. 两面小火煎熟用筷子在格子边都推一下很容易就脱模。

小提示：
1. 模具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洗净沥干，要让表层充
分吸收油分，我就直接在上面倒了点色拉油，然后
晃动模具，使每处都流到，然后再用刷子把没有沾
到油的部分刷上一层.。
2. 在炉子上烘烤的时候火不要大，两面煎好大约需
要3到4分钟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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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花朵之食谱
THE RECIPE OF FLOWERS

藤萝饼 (北京小吃)

玫 瑰 蓝 莓 饼干

材料：

材料：

精面粉

1050g

油

350g

低筋面粉

110g

全蛋液

15ml

净猪板油

250g

白糖

450g

无盐黄油

70g

蓝莓酱

适量

紫藤萝花

500g

糖粉

45g

制作方法：

制作方法：

1. 将净猪板油切成小丁，藤萝花去蕊洗净，加白糖拌匀成馅。

1. 将玫瑰花捏碎，加入清水浸泡变软后沥干水分备用；

2. 盆内加精面粉350克、油245克和成油酥面团。另用精面粉700克 、

2. 黄油室温软化用打蛋器搅拌至顺滑，无需打发，倒入糖粉搅拌均匀；

油105克、清水350克和成水油 面团。
3. 水油面包上油酥面，擀成大面片，卷成条形，摘成约25克一个的小

3. 加入全蛋液拌匀；
4. 将玫瑰花全部加入，用橡皮刮刀拌匀；

面剂，逐个按扁，包入馅料，封好口，制成鸭蛋形，按扁，装入烤

5. 倒入低筋面粉，翻拌至湿润均匀；

盘入炉烤熟。

6. 拌成面团，这时如果比较粘手可以入冰箱冷藏至变硬，比较好操作；

色泽嫩白，酥脆香甜，有藤萝花的鲜香味。

7. 把面团均匀擀成0.5CM左右；
8. 用心型模具按压出饼干的形状，全部制作好摆入油纸上， 入预热好的烤
箱150度15分钟至表面金黄色即可；
9. 在烤好的饼干上勺入蓝莓果酱；
10. 再将另一片饼干放在上面，用手指轻轻按一下，使果酱在两边溢出少许，
注意别太大力哦~

藤萝饼的制作要领：
1. 两种面团要分别揉匀揉透；
2. 入炉烤时要用小火，不要烤过，以嫩白色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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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花朵之食谱
THE RECIPE OF FLOWERS

玫瑰红酒虾

杜鹃花麦芬

主料：

材料：

鲜虾

适量

玫瑰花

适量

红酒

适量

调料：
盐

适量

胡椒粉

适量

生抽

低筋面粉

100g

杜鹃花干

40g

糖

20g

泡打粉

5g

盐

1.5g

鸡蛋

25g

牛奶

80g

植物油

30g

适量

制作方法：
1. 牛奶称量好倒入碗中；

制作方法：

2. 加入30克植物油；

1. 玫瑰花用水稍微清洗一下，水分滤干，放入红酒中，泡半个小时；

3. 加入打散的鸡蛋液，搅匀；

2. 鲜虾去掉虾线，清洗干净；

4. 将杜鹃花干切碎，跟低粉、泡打粉、盐、糖混合均匀；

3. 在虾中放适量的红酒；

5. 倒入牛奶鸡蛋油的混合物中；

4. 放适量生抽；

6. 搅拌至材料全部湿润为止，湿润看上去有点粗糙 ，但也不可继续搅

5. 再放适量的盐和胡椒粉腌15分钟；
6. 入烤箱烘烤。

拌；
7. 立即装进模具，1/2或者2/3分满 ，烤箱预热180度 ，中层上下火烤
20分钟。

小提示：
1. 干湿两种混合物混合在一起以后，必须马上烤

小提示：
从虾背上第2-3节间用一根牙签穿过去，再往上一挑，
虾线就会被挑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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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否则会影响蛋糕的彭发。
2. 不可过度搅拌面糊，干性材料全部湿润即可，
以免面糊起筋影响蛋糕组织。

以上所有食谱图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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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SS新风尚
COUSS NEW FASHION

品牌快讯
爱尔嘉，有爱就有家

2015年，“爱尔嘉”品牌诞生。
“爱尔嘉”是爱尔嘉小家电有限公司旗下首个定位于中国大
众的家用品品牌。
家电等生活用品的购置 ，是人们居家建设的一部分。优质、
时尚 、精美的生活用品不但能发挥它本身的的功用， 还能提升
生活品味，营造家庭氛围， 为生活带来意想不到的情趣。
而优质往往意味着高价，以做高端家电出身的爱尔嘉公司，
依托自身的技术与服务优势，建立“爱尔嘉”品牌的初衷， 就
是为了向中国大众提供高性价比 、实用 、时尚的小家电用品。
帮助人们营造温暖有爱的家的感觉。
爱尔嘉品牌将“有爱就有家”的美好寓意蕴含在品牌当中，
将人们对家美好愿望和情感融入到烤箱等厨电用品当中 。爱尔
嘉出品的每一件产品，都将用爱打造，立求让选择“爱尔嘉”
品牌的用户在使用产品时， 都有“家”的感觉。

AO-25S

爱尔嘉新品

AO-25S是爱尔嘉品牌诞生后，推出的第一款产品，这款彩色烤箱最与众不同之处就是
香槟金的色彩， 让它从众多的黑色烤箱中脱颖而出 。而AO-25S 25L的娇小容量与高贵色泽
让人觉得它就像一位气质出众的公主 。它与其它烤箱相比毫不逊色的功能能轻松打造美味，
而华丽的色泽又尽显女性的妩媚，为你的厨房增添一抹别样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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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直击
2015年上海烘焙展

COUSS新风尚
你还记得它们吗？你家里的是他们的谁？

COUSS NEW FASHION

Duang~

COUSS新品提前曝光啦~~~
小卡参加的2015年上海国际烘焙展顺利开展啦~~5月7日-9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5.2
展厅，小卡在5F120展位，现场不仅有COUSS全线产品的展示，2015年即将上市的新品也将
提前曝光。到达现场的小伙伴，还能品尝到师傅现场制作的点心哦~小卡在这等你！好话不多
说，小卡先来曝图了！
糕点制作中，一下子被哄抢，还拍到成品图！
一睹展位风采：

COUSS微笑服务代表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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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季养生早知道

COUSS养生堂
COUSS HEALTH PRESERVING

温水泡脚
夏季湿气正当来临的时候，人的五脏六腑中属脾最怕湿，湿气阻滞在脾

进入五月，就进入了初夏，经过一春的气温变化，寒气已去，气温回升。这个时节，春意还没
未尽退，暑气又渐渐来临。夏季炎热，人体出汗多，常常会感到疲惫，那么，如何在夏季顺应气候，
调节身体呢？

胃中，就会出现没有胃口、爱犯困、没精神等表现。而夏天泡脚，正有助
于祛除暑湿，预防热伤风，让人精神振奋，增进食欲，促进睡眠。
每天用热水泡脚15-20分钟，水最好超过脚踝到达小腿；水中加点盐，
还能起到消炎杀菌的作用。如果吹空调导致了感冒、头痛或发热，也可以用
稍烫的水，泡脚30分钟以上，感觉微微出点汗，头痛的症状就可以缓解。

多喝水
每天要喝七八杯白开水，可以在水中加入适量蜂蜜。夏天人的体能消耗特别快，

不要熬夜

蜂蜜可以快速补充人体所需的能量。水是人体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若不及时补

《黄帝内经》上讲，夏季养生，宜晚睡早起，但也不能太晚睡。由

水就会严重影响健康，易使皮肤干燥，皱纹增多，加速人体衰老。像蜂蜜水、矿泉水、

于夏季燥热， 睡眠质量差，很多人索性趁着夜深凉快，出去K歌， 到野

冷茶，牛奶，苹果汁都是理想的解渴饮料。

外看星星， 看似浪漫惬意， 实际上，夏季人体毛孔张开，很容易受到风寒侵袭 。熬夜还会让人脸
色差，肤色无光，身体不能正常排毒，所以，夏季的入睡时间以不超过11点为宜。

防“湿”从初夏开始
初夏时节防“湿”，要从日常衣食住行方面着手。初夏时节阴雨天
或雾天要少开窗户，而当室外艳阳高照时，要适当开窗通风，居室内可
安放部分祛湿剂或干燥原料来降低室内的空气湿度；出现“高温高湿”
天气时，可使用空调降温、抽湿的功能，将气温降至23-26℃、相对湿

除了在生活起居上进行保养，饮食上我们又可以有哪些选择呢？下面小编就为大家介绍几款适
合春末夏初的餐桌食谱，好吃营养又不贵。

度降为50%-60%。

饮食戒油腻
夏季人体消耗大，需要养阳气，而油腻的荤菜属于阴性食物，不但起不
到补的作用， 还会让人食欲下降， 对健康无益， 尽量少吃 。应多吃一些清
淡 、容易消化的食物，如绿豆、莲子、荷叶，可以健胃、解暑、祛湿，对健康大有裨益。

山药粥
山药最适合春季食用，它营养丰富，具有健脾益气，可防止春天肝气旺伤脾;能补肾益精，
可增强人体抵抗力。
用大米煮成粥，加入白糖和蒸熟捣烂的山药泥搅匀，可健脾补肺，滋肾
益精，强身健体，非常适合体弱多病者和中老年人食用，若再加入红枣煮，
则滋补效果更好。

福自“苦”中来
苦味食品中所含有的生物碱具有消暑清热、促进血液循环、舒张血管等药

凉拌木耳
每100克黑木耳里含铁98毫克，比动物性食品中含铁量最高的猪肝高

理作用。热天适当吃些苦味食品，不仅能清心除烦、醒脑提神，且可增
进食欲、健脾利胃。苦菜、茶叶、咖啡等苦味食品可酌情选用。应注意

出大概5倍，比绿叶蔬 菜中含铁量最高的菠菜高出30倍。

的是，食用苦味食品不宜过量，否则可能引起恶心、呕吐等症状。
胡萝卜炒鸡肝

中午睡一小时
夏季昼长夜短，气温高，人体新陈代谢旺盛，消耗较大，容易产生疲劳，
也容易犯困。因此，保证充足的睡眠非常重要。夏季里天气炎热，很多人晚上
睡不好觉， 因此用午睡来补充有益于身体健康， 可以保持充足的精力， 建议人们每天用一个小时
左右的时间进行午睡 。当然，午睡时应避免受较强的外界刺激， 因为入睡后肌肉松弛、毛细血管
扩张、汗孔张大，易患感冒或生其他疾病，也应注意免受风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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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肝以每100g含1172.2微克叶酸的绝对优势占据了富含叶酸食物排行
榜的第一名，排名第二的猪肝被远远甩在后面。
清炒莴笋
莴笋含有多种维生素，其中以铁的含量较丰富。很多人在吃莴笋时习
惯把莴笋叶丢掉，其实莴笋叶的营养成分高于莴笋， 其中胡萝卜素高100
多倍，维生素C高15倍，所以炒菜时，千万 不要丢掉莴笋叶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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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SS养生堂
COUSS HEALTH PRESERVING

立夏 为什么要吃面？
民俗小常识

很多地方在立夏这一天都有吃面的传统，这个习俗源于晋代。我国北方多种植小麦，立夏
正是 小麦上场时节，因此北方大部分地区立夏时有制作与食用面食的习俗，意在庆祝小麦丰收。
后来，一部分居民从北方搬迁至南方，为纪念北方麦收后的喜庆尝新，依然会在立夏吃面，寓
意来年风调 雨顺，五谷丰登。“入夏面新上天”，又寓意立夏吃面可强健体魄，为人们带来好
运。
立夏的面食主要有夏饼、面饼和春卷三种。
夏饼又称麻饼，是将和好的面压成薄饼，里面包上肉丝、韭菜等，放入锅中煎炸制成，夏
饼形 状各异，有状元骑马、观音送子、猴子抱桃等。
面饼，有甜、咸两种，咸面饼的用料有肉丝、韭菜等，蘸蒜泥食用，甜面饼则多加砂糖。
春卷，用精制的薄面饼，包着炒熟的豆芽菜、韭菜和肉丝等馅料，封口处用面粉拌蛋清粘
住，然后放在热油锅里炸到微黄时捞起食用。
根据厦门民俗，立夏要吃“立夏面”，即苋菜煮面条。眼下正是苋菜季，用苋菜来煮面，
熬出 的汤头是红色的。立夏后阳气开始旺盛，身体机能活跃度提高，民间认为，用苋菜煮的红
色“立夏 面”有补血作用，吃了脸色会红润。
旧时，闽南地区立夏吃虾面，把虾掺入面条中煮食，虾熟后变红，为吉祥之色，而虾与夏
谐音， 以此表达对夏季的祝愿。民间有一种说法，立夏时节恰逢公历的单数日期，则选择公虾
煮面，双数 的话则是母虾。虾面的汤头也不同，直接将虾一起煮较为简便，繁琐的则用虾头熬
煮多时，做成滋 味浓郁的虾面汤头。
而在合村一带有立夏吃炒面的习俗，说是立夏吃了笋炒面能健身明目，尤其是小孩子立夏
吃了 笋炒面，脚骨坚硬，能像竹子一样健康长高。

17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