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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若您有好
吃好做的私房菜菜谱，或有
健身、养生的妙招、金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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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 单价
卷心菜 1 . 08元/斤
油菜 1 . 04元/斤
芹菜 1 . 18元/斤
黄瓜 1 . 47元/斤

西红柿 3 . 84元/斤
土豆 1 . 75元/斤
芸豆 3 . 3388元/斤

据济南市物价局官网
11月1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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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厨指导 支个招

“金点子”征集

菜价指数

生活窍门

大白菜是老百姓的冬季当家菜。大白菜既可炒食，又可生用。还可
制成酸菜、腌菜、酱菜、泡菜、脱水菜、风干菜等，是“全才蔬菜”。

热水袋不只是保暖 还有其他热敷功效

11-12

感冒咳嗽试试这些小偏方

一棵白菜能做出这么多美味

鱼香豆腐
1、豆腐切成小块，入油锅

煎至表面金黄取出备用。
2、蒜、姜切末，调一小碗

鱼香汁：酱油1勺、醋2勺、白糖
1勺调匀。

3、锅烧热后倒入油，先放
入姜蒜末炒香。

4、倒入豆瓣酱，炒出香味
后，倒入2勺水或高汤。

5、再倒入豆腐块炒匀。
6、再倒入事先调好的鱼

香汁，大火煮至收汁即可。

脆皮豆腐
1、豆腐用盐水浸泡后沥

干水，切成大小一致的块。
2、鸡蛋打散成蛋液。
3、豆腐块均匀蘸上蛋液。
4、锅中加油烧至7成热，

豆腐块煎至两面金黄，装盘。
5、青辣椒、蒜瓣切碎，加

生抽、醋、白糖、香油调成汁。
6、将煎好的豆腐块蘸酱

汁食用即可。

豆腐蔬菜盅
1、豆腐泡切开一边，用小

匙挖去中间，呈豆腐盒子。
2、肉馅加盐、味精、香油、

酱油、葱姜末、料酒、胡椒粉、
白糖，朝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3、将挖出的豆腐、香菇、
胡萝卜、青椒、玉米粒剁碎，加
盐、胡椒粉、味精分别拌好。

4、将肉馅添到豆腐盒子底
层，不要添满，肉馅上面分别添
入其他几种蔬菜，摆入盘中。

5、蒸锅内放水，大火烧至
水开，放入盘子，中火蒸8分钟
即可。

生活家 扫码看
生活百科

巧用电熨斗

先将大衣平铺在桌上，
毛巾用温水浸湿，稍拧干，放
到污渍处。用电熨斗在上面
来回滚动，不用几下，污渍就
被吸附到毛巾上了！

大衣除尘

呢大衣除尘，是把湿毛
巾放到衣服上，然后拿棍子
之类工具拍打。

肥皂水擦霉斑

如果是皮质衣服生了霉
斑，可以泡一点浓肥皂水，然
后用刷子蘸着擦拭。

水蒸气去衣服异味

洗完澡后，趁着充满水蒸
气时，把有异味的衣服放到浴
室里，关上门，挂一晚上，异味
就会被水蒸气带跑了。

白醋水去异味

打上一盆水，滴入几滴
白醋。用蘸过醋水的毛巾擦
拭外套表面，然后再挂起来，
衣服上的异味也就消失了。

白糖去酱油渍

白糖是酱油渍的克星！
先用水把衣服污渍处弄湿，
然后撒上适量白糖，用手搓
揉。这时你会看到酱油沾到
了白糖上，最后用水过一下。

牙膏去污渍

吃饭时衣服沾上油渍，
挤一点牙膏到油污处，然后
滴些许清水，轻轻搓洗。

白菜的营养价值

大 白 菜 的 水 分 含 量 约
95%，而热量很低。一杯熟的大
白菜汁能提供几乎与一杯牛奶
一样多的钙。大白菜中，铁、钾、
维生素A的含量也比较丰富。白
菜还含有丰富的粗纤维。

干锅辣白菜
1、将白菜切段，五花肉切

薄片，辣椒切小段备用；
2、坐锅点火倒油，下五花

肉煸熟，加干辣椒、尖椒煸炒；
3、调入酱油、蚝油、盐，下

入白菜后，淋入红油，加白糖，
烧至入味即可。

老厨白菜
1、大白菜去老帮，撕成大

片白菜叶；
2、用开水将地瓜粉条提前

半小时泡好，五花肉切薄片，香
菜切段；葱、姜切成片，大蒜切
末，干辣椒切段；

3、锅烧热加适量花生油，
放五花肉片煸炒至干香出油，
加八角和辣椒段炒香；接着再
加入葱姜片和大蒜末爆香;

4、放入白菜用中火煸炒至
白菜发软；最后加入酱油、蚝
油、糖、粉条稍微炒一下，加香
菜段和香油，翻炒均匀即可。

醋熘白菜
1、白菜帮子洗净控干水

分。用刀斜着改刀，将白菜帮子
片成片。将半个彩椒也斜切成
不规则状、葱姜切片。

2、取一个小碗加玉米淀

粉，然后加适量生抽、陈醋，加
适量冷水搅匀后加蒜末。

3、锅烧热后加玉米油，下
葱姜，葱姜片出香味后下切好
的白菜，加适量盐，煸炒到白菜
叶变软加切好的彩椒。

4、翻炒几下加入勾兑好的
淀粉水，翻炒均匀出锅。

凉拌白菜
1、取半棵大白菜，切细丝，

尽量选白菜尖。
2、加生抽、醋、盐、鸡精、白

糖，先别搅拌。
3、加入葱丝。平底锅烧热

油，放入辣椒丝煸炒出红油，倒
入白菜盆中。趁热搅匀即可。

开胃辣白菜
1、先把白菜去根，掰叶清

洗干净，将白菜拍几下从中间
切开，切斜刀。

2、切好后放盆中，撒4到5
勺精盐，拌匀后腌5—6小时(白
菜不切片需腌8—10小时)

3、姜切末，蒜拍碎切末，苹
果和梨洗净去皮，将苹果、梨擦
丝，倒入半碗辣椒碎和辣椒粉。

4、加三大勺白糖，四勺白
醋，放蒜末姜末拌匀，把腌好的
白菜洗干净，挤干水分。

5、放入调好的料中搅匀，再
腌12小时。 据《教你学做饭》

用可乐瓶自己发豆芽

1、准备一个可乐瓶、一把绿
豆，准备开始吧！可乐瓶戳些小
洞(绿豆不会掉出来的尺寸),上
端剪掉。

2、挑选后的绿豆用水泡8个
小时。(一般泡一夜正好)

3、泡完的绿豆膨胀冒出小
小的白点。

4、泡好的绿豆都放进瓶子
里，绿豆上压一块湿布(这样绿
豆芽才不会瘦瘦的)，怕漏水的
话，下面可以放个小碟子。

5、然后盖上黑色纸袋放在
阴凉的地方(一定注意遮光！因
为豆芽见光头部会变成红头，也
会有苦味。)

6、早晚浇次水，一定浇透！
7、到第三天，看见一根豆芽

想偷偷钻出来吗？第四天，轻轻
地把豆芽倒在水盆里清洗一下，
炒一炒就可以吃啦！

这个办法还可发黄豆、黑
豆、红豆、花生芽，时间略长一些
就行。

柠檬去污渍

将柠檬汁挤到水渍的地方，4
到5分钟后用温水清洗，你家浴室
就会换然一新了！

去家具污垢

将切开的柠檬和粗盐混合，
可以用来擦拭木质家具上的污
垢。将柠檬和盐混合擦洗浴缸，能
有效减少污垢。

清洁微波炉
1、稀释后的柠檬汁倒入碗中

并放微波炉内，高火加热五分钟。
2、加热完后，等一分钟，让水

汽均匀分布在微波炉内壁。
3、打开微波炉，用干净抹布

擦拭就可以了。

小苏打除异味

小苏打撒在沙发上，一个小
时后，用吸尘器将小苏打吸走，你
的沙发就没有异味了。

清洁熨斗

醋和小苏打混合之后擦拭熨
斗表面，立刻光洁如新！

清洁死角

当窗户缝隙中有死角污垢难
以清除时，不妨向其中倒入一点
玉米粉和醋，等到起泡泡时，用牙
刷刷干净，就可以了。

玉米粉吸油渍

当沙发或者地毯上滴落油渍
时，用玉米粉覆盖污渍区，15-20
分钟后，油渍便被吸附走了。

吸墨渍

衣服上有墨水印时，也可用
玉米粉来吸附墨渍，方便清洗。

食盐刷锅

清洁铁锅上的油腻时，先放
入少量盐，再用纸擦铁锅，油腻更
易清除。

清洗眼镜

眼镜可直接用凉水冲洗，如
果镜片非常脏，还可以加点洗洁
精，只需要用手把洗洁精涂抹均
匀就可以了，接着再用清水把洗
洁精冲洗干净。然后把眼镜放在
阴凉通风的地方自然晾干。也可
以拿卫生纸把它擦干净。用洗洁
精洗眼镜片，不易损伤镜片，而且
还给镜片上了一层保护膜，不让
灰尘落到眼镜片上。

风寒咳嗽:白萝卜蜂蜜水

白萝卜洗净，切丝或切块。
加适量蜂蜜搅拌混合，放进无
水无油容器中，放置一天。
等汁水渗出，天然滋补的“药
水”就完成了。

肺热咳嗽：蒸盐橙

用盐把橙子外皮清洗干
净，在橙子顶部横切一刀，保留
做盖。橙子放入碗中，用筷子在
肉上扎几个孔，撒上适量食盐。
把橙盖盖上，放锅中蒸煮10分
钟。出锅后，把橙肉掏出，连熬
好的汤一起趁热喝下。

风寒感冒：大蒜冰糖水

大蒜去皮切成薄片，放置
10-15分钟。锅内加一小碗清
水，煮开，加入大蒜片和冰糖。
煮沸后调小火，加盖再煮10分
钟，效果不比冰糖炖梨差。

干咳不止：香油鸡蛋

把香油倒入锅内烧开后，
加少许姜末，炒香。
然后打入鸡蛋，炒熟即可。不能
添加任何调味品。

感冒初愈：山药粥

把大米和红枣提前泡30分
钟，山药去皮，切小块。把食材
全部放入锅内(用砂锅为好)，
加适量清水，煮开。大概20分钟
后，就可以吃了。

热水袋的作用并非仅是取
暖，其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养生
与保健。热水袋的功效和中医

“敷疗”有相似性。注意：热水袋
要选购质量合格产品，避免使
用过程中发生危险！

敷背止咳：热水袋灌满热
水，外用薄毛巾或布包好敷在背
部。可使呼吸道、气管、肺等部位
的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速。常
用热水袋敷背，可使膀胱经和督

脉正常运行，对止咳、治感冒以
及提高抵抗力都有好处。

敷颈催眠：颈部有安眠穴，
主治失眠眩晕。在睡觉前将热
水袋放在后颈部，会感到温和
舒适，先双手发热，慢慢脚部也
感觉温暖，能起到催眠作用。用
热水袋敷颈还能作用到大椎
穴，对治疗颈椎病也有效果。

缓解疼痛：在受伤24小时
后，肿胀开始逐渐好转时，用热

水袋热敷局部疼痛，每次20分
钟左右，每天1—2次，可有效促
进血液循环，减轻局部肿痛。

缓解耳鸣：普通热水袋隔
着保暖秋衣竖着贴在腰骶骨位
置，外面衣服要包裹紧一些，然
后背靠着垫子往里坐(加强热
水袋对腰骶部的影响度)，暖完
后，睡觉时会发现，每天在耳边
回旋的耳鸣声不见了。原因是：
热量集中在后腰部位，热力渗

入肾俞穴、八廫穴、命门等，补
益了肾的能量，耳朵的问题就
会解决了(肾开窍于耳)。

拉肚子：对受凉引起的腹
痛、腹泻，可将热盐包敷在神阙
穴上，还可同时热敷关元穴(脐
下四横指处)，具有除湿祛寒，
温补脾肾的功效。

热水袋中水温不宜太高，
一般以60℃—70℃为宜。

据《黄帝内经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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