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避免牛奶与茶水同饮 有人

喜欢边喝牛奶边饮茶， 这一习惯

南方人多于北方人。 其实这一饮

用方法并不科学， 因为牛奶中含

有丰富的钙离子， 而茶叶中的一

些成分会阻碍钙离子在胃肠中的

吸收， 削弱牛奶本身固有的营养

成分。

避免日光照射牛奶 鲜奶中

的维生素 B受到阳光照射会很快

被破坏， 因此存放牛奶最好选用

有色或不透光的容器， 并存放于

阴凉处。

避免用铜器加热牛奶 目

前， 铜在一些中高档食具中还有

应用， 如铜质火锅、 铜质加热杯

等。 铜能加速对维生素的破坏，

尤其是在加热过程中， 铜对牛奶

中发生的化学反应具有催化作

用， 会加快营养素的损失。

喝牛奶前后 1 小时避免吃

橘子 因为牛奶中的蛋白质一旦

与橘子中的果酸相遇， 就会发

生凝固， 从而影响牛奶的消化

与吸收， 在这个时间段里也不

宜进食其他酸性水果。 刘玉雯

12

卫

生

报

生

活

百

科

２
０
1
1

年

5

月

3
1

日

星

期

二

责

任

编

辑

杨

冬

麓

版

式

王

思

贤

Ｅ
－
ｍ
ａ
ｉ
ｌ
押
Y
D
L
4
7
5
2
@
1
2
6
.
c
o
m

下期预告：“无铅皮蛋”不存在

目前市面见到的各种含乳饮

料不仅品种杂乱， 而且口味繁

多， 深深吸引着对乳类产品知

识缺乏的消费者特别是儿童、

青少年。 含乳饮料是由液态或

固态乳制品为原料之一， 经过

发酵或不发酵再与水、 甜味剂、

果味剂、 增稠剂、 香精等食品

添加剂混合加工生产而成。 含乳

饮料可以根据人的味觉、 嗅觉、

口感等生理特征调配出满足我们

感官需求的各种产品， 但产品中

液态奶的比例大约只占 1/3； 虽

然其价格可能比液态奶更贵， 可

其营养价值远不如液态奶。

消费者要辨别他们之间的区

别也不难， 一是看产品营养标签

上蛋白质含量， 凡蛋白质≥2.3%

的就是乳制品， 低于这个值的

就是含乳饮料； 二是看包装上

是否有无“乳饮料”、 “饮料”、

“饮品” 字样 （规定要求必须标

示）， 但你必须用心细看， 因为

有的产品将这些字样印在不醒目

的位置上。

唐大寒

【特别提醒】 以上奶类食物，

我们统称为乳产品， 其总体营养

价值大同小异， 你可以根据自己

对产品的耐受能力或健康状况、

经济实力、 年龄特征、 个人喜好

及市场供应等条件进行选择； 我

们建议每个成年人每天应摄取 300

克左右的纯牛奶或相当于 300 克

纯牛奶的其他乳制品。

湘雅二医院教授 唐大寒

用现代化的食品干燥技术将液态鲜奶

加工成粉末状的固态乳产品即为奶粉。 事

实上， 奶粉就是浓缩了的纯牛奶， 其营养

价值也与之相近， 但更有利运输和储存。

随着人们对健康的普遍关注与生活品质的

提高， 市场上除普通奶粉外， 适应于不同

营养目的、 不同人群和不同疾病的各种功

能性奶粉也应运而生。 不同营养目的的奶

粉就有脱脂奶粉、 高蛋白奶粉、 强化各种

营养素的奶粉如钙、 锌、 铁、 硒、 DHA、

AA 等强化奶粉； 适应不同人群或体质的奶

粉如婴幼儿配方奶粉、 儿童免敏奶粉、 孕

妇奶粉、 中老年奶粉等； 用于各种疾病时

的专用奶粉如无或低苯丙氨酸奶粉、 无乳

糖奶粉、 糖尿病奶粉等等。

是指直接从奶牛、 水牛、 羊

或马体内挤出来的奶， 经巴氏灭

菌、 不添加任何稳定剂、 增稠剂、

乳化剂等并在 24 小时内的原奶。

鲜奶在贮存运输过程中要求低温，

食用时也无需加热， 故奶中的各

种营养成分及生物活性物质保存

完好。 鲜奶的生产不但对企业的

要求较高， 而且生产成本也高，

所以价格也相对较贵。 由于鲜奶

的保存时间太短， 一般非产奶区

居民很难喝上。

【注意】 直接饮用未经灭菌鲜

奶存在较大食品安全隐患。

鲜奶

严格意义上的纯牛奶应该是

指鲜奶采用高温瞬间杀菌 （也叫

UHT 杀菌） 后的牛奶。 这种灭菌

处理方法可完全杀灭奶中的可生

长的微生物和芽孢， 使奶在常温

下也能长时间保存， 但也破坏了

牛奶中的一些维生素特别是一些

水溶性维生素如 C、 B 族等。

【注意】 现市面上有些以奶粉

为原料、 加水后配制成与原乳中

水、 固体物比例相当的液态奶

（复原乳或还原乳） 也称为纯牛

奶。

纯牛奶

学点“牛奶经”

在日常生活中， 消费者往往被五花八门的各种乳产品弄

得一头雾水， 分不清自己需要和该选择什么产品合适。 6 月

1 日是世界牛奶日， 趁此之际， 笔者从乳产品工艺与营养两

方面给广大消费者作简单介绍。

世

世世

界

界界

牛

牛牛

奶

奶奶

日

日日

经过浓缩、 发酵的一种奶制品， 既具

酸奶的保健价值又有仅次于奶粉的营养密

度， 同时还有一种特殊的风味。 与奶粉不

同的是奶酪可以直接食用， 而奶粉则需要

用水冲调后才便于食用。

奶酪

奶粉

含乳饮料不是乳制品

喝牛奶“四避免”

牛奶的

神奇“功效”

饮用牛奶后会出现腹痛、

腹泻、 胀气等不舒服的胃肠道

症状者 这是因为牛奶中存在的

碳水化合物主要是乳糖， 进入

我们体内后经小肠乳糖酶的作

用， 可分解成葡萄糖和半乳糖

吸收。 如果有的人机体内缺乏

乳糖酶， 乳糖就不能被分解，

当乳糖进入结肠后， 就会被细

菌发酵生成短链的醋酸、 丙酸、

丁酸等有机酸和甲烷、 氢气、

二氧化碳等气体， 虽然大部分

产物可被结肠重新吸收， 但未

被吸收的则可引起肠鸣、 腹痛、

胀气和腹泻， 产生的这些症状

被称为“乳糖不耐受症”。 这些

人则可以采用少量多次喝奶或

饮用酸奶的方法来避免这些症

状。

经常接触铅的人 牛奶中的

乳糖可促使铅在人体内吸收积

蓄， 容易引起铅中毒， 因此，

这类人群不宜饮用牛奶， 可以

改饮酸牛奶， 因为酸牛奶中乳

糖极少， 大多已变成了乳酸。

缺铁性贫血患者 服用铁剂

药物后， 如喝牛奶， 牛奶中的

钙质和磷酸盐会妨碍铁剂的吸

收。

返流性食管炎患者 因为牛

奶有降低下食管括约肌压力的

作用， 从而增加胃液或肠液的

返流， 加重食管炎。

腹腔和胃切除手术后的患

者 饮奶后， 乳糖不能分解就会

在体内发酵， 产生水、 乳酸及

大量二氧化碳， 使病人腹胀。

腹腔手术时， 肠管长时间暴露

于空气中， 肠系膜被牵拉， 使

术后肠蠕动的恢复延迟， 肠腔

内因吞咽或发酵而产生的气体

不能及时排出， 会加重腹胀，

可发生腹痛、 腹内压力增加，

甚至发生缝合处胀裂， 腹壁刀

口裂开。 胃切除手术后， 由于

手术后残留下来的胃囊很小，

含乳糖的牛奶会迅速地涌入小

肠， 使原来已不足或缺乏的乳

糖酶， 更加不足或缺乏。

胆囊炎和胰腺炎患者 消化

牛奶中的脂肪， 必须供给胆汁

和胰腺酶， 牛奶会加重胆囊与

胰腺的负担。

平时有腹胀、 多屁、 腹痛

和腹泻等症状者 虽然这些症状

不是牛奶引起， 但饮用牛奶后

会使这些症状加剧。 聪聪

这些人

不宜喝牛奶

酸牛奶

液态鲜奶、 纯奶

或还原奶加糖 （5%-

10%） 经微生物 （乳酸

杆菌 、 双歧杆菌等）

发酵或直接与有机酸

（乳酸、 柠檬酸或苹果

酸）、 香料和防腐剂等

配制而成； 前者称为

发酵酸牛奶， 后者称

为调味酸牛奶。 牛奶

发酵后， B 族维生素较

鲜奶含量增加； 其乳

糖和蛋白质部分被分

解 ， 便于消化吸收，

更适合于乳糖酶活性

偏低 （饮用鲜牛奶后

易发生腹泻、 腹胀等）

的人群和老年人； 此

外， 还能提高钙的吸

收、 改善肠道功能等。

调味酸牛奶除具有酸

味外， 营养价值接近

纯牛奶。

除鱼腥味 炸鱼前先把鱼浸入牛

奶中片刻， 既能除腥， 又能增味。

除蒜味 喝杯牛奶， 可消除留在

口中的大蒜味。

去酒迹 如果白衬衣上留下了酒

迹， 可用煮开的牛奶擦拭， 即可去

掉污迹。

去水果迹 变味的牛奶能去掉花衣

服上的水果迹， 在痕迹处涂上牛奶，

过几小时再用清水洗， 就能洗干净。

去墨水迹 衣服上沾染了墨水迹，

先用清水洗， 再用牛奶洗， 然后用洗

洁精洗， 即除。

做冻鱼 在做冻过的鱼时， 汤中

加些牛奶， 会使鱼的味道更鲜。

去铁锈 衣服挂在钉子上， 沾到了

铁锈， 是很难洗得掉的， 如果先把有

铁锈的地方， 用沸水浸湿， 涂上发酸

的牛奶， 再抹上肥皂， 就可洗干净了。

消除眼肿 早晨起床眼皮肿了，

用牛奶加一点醋和开水混合， 然后

用棉球蘸着在眼皮上反复擦 5 分钟，

再用热毛巾敷一下， 很快就会消肿。

使硬鞋油变软 打开的鞋油放久

了， 会变得发硬而不好再用， 如向里

面加入几滴鲜牛奶， 鞋油就会变软，

用起来仍然同新鞋油一样。

治轻微烧烫伤 在患处敷上点烧

开的牛奶， 可减轻烧、 烫伤的灼痛。

金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