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苏格兰煎蛋

食材：鸡蛋、面包渣、蜂蜜、肉松

做法:
1.将鸡蛋煮熟、去皮;
2.将剥皮鸡蛋裹上一层面包

渣，再淋一层蜂蜜，然后裹上一层肉

松，再裹上一层面包渣;
3.将裹好的蛋在油锅里炸一

下，炸至金黄色，捞出即成。这就是

美味的苏格兰煎蛋。

特点：面包渣的香脆、肉松的

饱满加上鸡蛋的原香，口味堪称

完美。

二 酸奶蛋羹

食材：鸡蛋一个，老酸奶一勺，

牛奶1/4杯，糖适量。
做法：

1.将鸡蛋搅成糊；
2.加上牛奶搅拌均匀，加少许

盐；放入锅内蒸熟；

3.倒上酸奶就大功告成啦！
特点：蒸蛋的醇香＋酸奶的口

感=回味无穷。
三 韩式白煮蛋

很多人都讨厌吃白煮蛋，但不

可否认，鸡蛋最营养的吃法就是水

煮。在水煮蛋上加点料，乏味的食

物也可以变得精彩!
食材：韩式辣椒酱，番茄沙司，

白醋，青椒，少许糖。

做法：

1.将煮熟的蛋剥壳，切成片状，
然后排在盘上，青椒切小丁；

2.将白醋，番茄酱，糖，盐，辣椒
酱，少许水调成汁；

3.热锅入油七分热，把青椒丁
炒香，放入调好的汁勾芡，浇在蛋上

面即成。

特点：酸甜美味，老少皆宜。累累累6
（据职业餐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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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复苏，是时候告别沉默黑白灰，来点春的气息了。而清新蓝衬衫绝对是你的不二之选。不论单穿还是叠搭，清新的浅蓝色系可是衬衫里的“战

斗鸡”，百搭堪比白衬衫，但又更加时髦清新，极富存在感。累累累6 （据瑞丽网）

解码清新蓝衬衫的多种穿法

不仅女人，男人在买衣服的时

候也要注意，才能防止无效购衣。

今天为大家盘点 5大穿衣法
则：

1.大衣：检查大衣内衬，确保没
缺口和凌乱纠结的线头。

2.裤子：把裤子里面翻出，检查
臀部、膝盖和胯部的拼接处是否精

细牢固。

3.羊绒毛衣：用手指上下轻轻
揉搓毛衣，如果他们觉得油腻,这是

通常的残余化学物质。

4.鞋子：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
知道，在试穿时一定要“尽情”尝试

各种可能，踮起脚跟试着感受关节

处鞋子的皮质，再慢慢放下，观察鞋

子，要是鞋子褶皱处逐渐平整表示

皮质良好。

5.西装、夹克：拿起衣服（布料）
把它裹成球状，轻松开，材质越坚

韧，越快反弹。累累累6
（据新浪网）

男人穿衣五大法则当今越来越多的女性都日益重

视肌肤的护理，而全国美容美发协会

讲师周晓燕表示，尽管如此，平时有些

细节动作很可能被大家忽视，而这些

行为又会悄悄伤害我们的肌肤。她

希望通过对比，提醒大家发现错误就

赶紧纠正过来，知错就改善莫大焉。

动作1：洗脸、擦乳液前不洗手

正解：洗脸、擦乳液前要彻底清

洁手部

万万没想到，最多人犯的护肤

动作竟然是洗脸前不洗手。绝大部

分女孩在洗脸前都没有先洗手的习

惯，但你的手可能刚摸过钞票，地铁

上的扶手，捋过头发上的油脂……

这些细菌、污垢和油脂都通过你的

手转移到了皮肤上，这可能是一个

长痘和皮肤发炎的主要原因。

动作2：不是每天都防晒

正解：每天都防晒

别说夏天，一年中的任何时候，

防晒的工作也不能忽略，你的日霜

或防晒霜都应该有最少SPF15的防
晒指数。即使你只是出门走到地铁

站或者去取车都要在出门15分钟
涂抹防晒品，因为皮肤仍然暴露在

紫外线并被损伤，长年积累的损伤

会导致肉眼可见的皮肤问题，而紫

外线带给皮肤黑色素、皱纹这些问

题是会长期潜伏的。

提醒：防晒就跟吃饭睡觉上厕

所一样，每天都不可少。

动作3：洗完脸后用毛巾擦拭皮肤

正解：微湿毛巾轻按脸吸干

水分

洗完脸以后用毛巾轻轻吸干水

分比擦拭皮肤更好，尤其如果是敏

感肌肤的人。毛巾的摩擦会导致刺

激，而成年累月的摩擦会导致皮肤

失去弹性。如果你用毛巾擦拭眼周

皮肤，黑眼圈更容易形成。另外也

要尽量选择纯棉柔软的毛巾。

提醒：对待自己的皮肤就得

比对男朋友还用心，皮肤会感激、回

报你的。累累累6 （据瑞丽网）

别忽略日常这些毁容动作

1.炒青菜时，不宜加冷水，冷水
会使青菜变老不好吃，而加开水炒

出来的青菜又鲜又嫩。炒的时间不

宜过长。

2.炒藕丝或藕片时，一边炒一
边加些清水，能防止藕变黑。

3.茄子切开后要立即下锅或者
放入水中，不然茄子会被氧化成黑

色。炒茄子时适量放些醋炒出来的

茄子颜色不会发黑。

4.炒鸡蛋时，一个蛋加一汤匙
温水搅匀，就不会炒老，而且炒出的

蛋量多，松软可口;
5.要炖出一锅好鱼汤，要用冷

水。冷水开锅后，撇净浮沫，能去除

鱼腥味，同时鱼肉蛋白慢慢凝固，营

养物质可以充分地"释放"到鱼汤中。
喝浓汤要大火炖，喝清汤则用小火。

6.蒸鱼或蒸肉时待蒸锅的水开
了以后再上蒸笼，能使鱼或肉外部

突然遇到高温蒸气而立即收缩，内

部鲜汁不外流，熟后味道更鲜美。

7.豆腐下锅前，可先放在开水里
浸润十分钟，这样可清除豆味和碱味。

8.熬骨头汤时，中途切勿加冷
水，以免汤的温度突然下降导致蛋

白质和脂肪迅速凝固，影响营养和

味道，最好一次加满水或者中途加

适量开水。

9.煮肉时，如果想使汤味鲜美，
应该把肉放进冷水中慢慢煮;如果
想使肉味鲜美，则应该把肉放在热

水中煮。

10.熬猪油时，先在锅内放入少
量水，再将切好的猪板油放入，这样

熬出来的油，颜色晶亮而无杂质。

11.将切好的猪肉片放在漏勺
里，在沸水中晃几下，待肉刚变色时

就起水，沥干水分，然后下锅炒，几

分钟即熟，鲜嫩可口。

12.将虾仁放入碗内，加一点精
盐，食用碱粉，用手抓搓一会儿后用

清水浸泡，然后再用清水洗净，这样

能使炒出的虾仁透明如水晶莹，爽

嫩可口。

13.烧荤菜时,在加了酒后，再加
点醋，菜就变得香喷喷的;烧素菜
时，适当加点醋，味道好营养也好，

因为醋对维生素有保护作用。

14.蔬菜尽可能做到现炒现吃，
避免长时间保温和多次加热，以避

免维生素损失和味道变差。

15.带鱼身上的腥味和油腻较
大，用清水很难洗净，可把带鱼放在

碱水中泡一下，再用清水洗，就会很

容易洗净，而且无腥味。

16.炒牛肉片前，用啤酒将面粉
调稀，淋在牛肉片上，拌匀腌30分
钟，让啤酒中的酶使蛋白质分解，以

增加牛肉的鲜嫩度。

17.腰花切好后，加少许白醋，
用水浸泡10分钟，腰花会发大，无
血水，炒熟后清嫩爽口。

18.甜椒要用急火快炒。炒时
加少许精盐、醋，炒几下即可出锅。

19.炒猪肝前，用白醋和水浸泡

一下，再用清水冲洗干净，炒熟的猪

肝口感特好。

20.豆 芽 鲜 嫩 ，炒 时 速 度 要
快。若在炒时放一点醋，则能除豆

芽的涩味，并且还能保持其爽脆鲜

嫩。累累累6 （据职业餐饮网）

本报讯 （通讯员贾彬）“爱心

承载未来”。近日，世纪康园近千

名员工来到市福利院，将价值5万
元的粮油、洗涤用品、衣物等捐献

给这里的孤残儿童，还为孩子们带

去了精彩的文艺表演，给孩子们带

去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温暖了他们的

心灵。

台湾世纪康园国际美容养生连

锁集团是一家集产品研发生产、教

育培训、人才输出、售后服务、美容

加盟以及养生SPA于一体的大型综
合性集团，公司连续多年到社会福

利机构进行捐赠活动，且在集团成

立之初便建立了爱心基金，帮助真

正需要帮助的人。累累累6

世纪康园爱心捐赠福利院

豆腐是餐桌上常见的家常菜，

烹饪方法简单，而且营养丰富。但

是，单独吃豆腐未免太过单调乏味，

如何搭配才能营养俱全呢？营养学

家首推4种菜。

豆腐的营养价值

1.蛋白质丰富：大豆的蛋白质
生物学价值可与鱼肉相媲美，是植

物蛋白中的佼佼者。大豆蛋白属于

完全蛋白质，其氨基酸组成比较好，

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它几乎都有。

2.油脂：制作豆腐的大豆中含
有18%左右的油脂，大部分能转移
到豆腐中去。大豆油中的亚油酸比

例较大，且不含胆固醇，有益于人体

神经、血管、大脑的生长发育。

3.消化率高：大豆可以直接烹
调食用，人体对其蛋白质的消化吸

收率只有65%，而制成豆腐消化率
可以提升到92%~95%。

豆腐的最营养搭配

搭配一：豆腐配鱼

豆腐蛋氨酸含量较少，而鱼类

含量非常丰富；鱼类苯丙氨酸含量

比较少，而豆腐中则含量较高。这

样两者合起来吃，可以取长补短，相

辅相成，从而提高营养价值。由于

豆腐含钙量较多，而鱼中富含维生

素D，两者合吃，借助鱼体内维生素
D的作用，可使人体对钙的吸收率
提高很多倍。因此，特别适合中老

年人、青少年、孕妇食用。

搭配二：豆腐配肉蛋

豆腐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但

缺少一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

氨酸。如果单独烧菜，蛋白质的利

用率则很低。如果将豆腐和其他的

肉类、蛋类食物搭配在一起，可以提

高豆腐中蛋白质的营养利用率。

搭配三：豆腐配海带

豆腐及其大豆制品，营养丰富，

价格便宜，能补充人体需要的优质

蛋白质、卵磷脂、亚油酸、维生素

B1、维生素E、钙、铁等。豆腐中还
含有多种皂角甙，能阻止过氧化脂

质的产生，抑制脂肪吸收，促进脂肪

分解；但皂角甙又可促进碘的排泄，

容易引起碘的缺乏，海带含碘丰富，

将豆腐与海带一起烹调，是十分合

理的搭配。

搭配四：豆腐配萝卜

豆腐属植物蛋白，多食会引起

消化不良。萝卜，特别是白萝卜的

消化功能强，若与豆腐拌食，有利于

豆腐的吸收，人也就不会受消化不

良的困扰。累累累6
（据中国吃网）

豆腐搭配4种菜吃才更健康

很多爱美的妹子都想学习星空

美甲，星空美甲怎么DIY呢？今天
为大家带来详细的星空美甲教程步

骤，让你在家也能自己DIY时尚美
甲，非常实用哦！

步骤 1：先在指甲上涂抹上

底油，然后将深宝石蓝色的指甲

油涂抹在海绵上，将海绵上未干

的指甲油涂抹在食指和无名指

的上半段，就能呈现出有层次的

蓝色。

步骤2：在其他三根手指上都

均匀涂满蓝色的指甲油。

步骤3：从大拇指开始将星星

图案的贴纸贴在指甲上。

步骤4：每根手指都贴上星星

图案，贴得不一样会更有个性，星星

图案更加真实。

步骤5：根据自己的喜好在星

星图案的基础上再贴上小颗的透明

纱水钻，指甲看上去会更美丽。

步骤6：涂抹亮甲油在最外层

让美甲的图案保持得更持久。累累累6
（据《健康养生周刊》）

星空美甲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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