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 吃 西 瓜 降 压 护 心
������西瓜， 作为夏天随处可见的水
果， 有着特殊的营养价值和食疗功
效 。 一杯西瓜含有 6 毫克番茄红
素， 而一个新鲜生番茄仅含有 4 毫
克番茄红素。 番茄红素作为一种超
级抗氧化剂， 它能抵御人体细胞免
受自由基损害 ， 增强免疫系统功
能。 研究表明， 番茄红素有助于抵
抗心脏病和多种癌症。 美国营养学
家的建议是： 为了获得最多的抗氧
化剂 ， 最好食用室温状态下的西
瓜。 西班牙学者发表在 《农业和食

品化学期刊》 上的研究成果发现，
在锻炼前饮用 454 克西瓜汁的运动
员较少出现肌肉酸痛感， 在一天内
的心率也较低。 这是因为西瓜含有
一种名为瓜氨酸的天然物质， 它能
提高动脉功能并降低血压。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西瓜有利
尿作用， 若口腔溃疡者多吃西瓜，
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
过多排出， 从而加重阴虚和内热，
使病程绵延， 不易愈合。 产妇的体
质比较虚弱， 中医认为多吃西瓜会

过寒而损脾胃。 此外， 不宜在饭前
及饭后吃， 因为西瓜中大量的水分
会冲淡胃中的消化液， 在饭前及饭
后吃都会影响食物的消化吸收， 且
饭前吃大量西瓜又会占据胃的容
积， 使就餐中摄入的多种营养素大
打折扣， 特别是对孩子、 孕妇和乳
母的健康影响更大。 而对于想通过
节食减肥的人， 在饭前吃点西瓜不
失是一种减少食物摄入的好方法。

长沙市中心医院检验科
主管技师 喻容

������很多人往往会有这样的疑
惑， 刚刚做好的食物， 是趁热立
即放入冰箱， 还是待放至室温再
冷藏或冷冻呢？

答案当然是趁热分装， 因为
食物热的时候， 细菌总数是最少
的。 此时我们将其分装冷藏， 能
获得最长的保质期 。 实际操作
中， 把滚烫的食物放进保鲜盒，
盖上盖子松开卡扣， 待不烫时再
扣好放冰箱， 就可以了。 如果将
食物敞着口， 先放室温两三个小
时， 再放入冰箱， 细菌就会进去
很多， 会缩短食物的保质期。

拿豆浆来说， 一般用豆浆机
做一次豆浆可以喝 2-3 次 ， 盛
出来后， 在室温下存放不能超过
2 小时。 喝不了的部分应趁热及
时分装， 及时冷藏， 可以存 24
小时。

再比如杂粮饭 ， 现煮的好
吃， 过后冷凉了就容易变干变
硬， 最好是分装后立刻冷冻起
来 ， 不给变干变硬的变化以时
间。 取出后再蒸热， 就比较接近
于新饭的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 从冷藏室取
出食物， 吃之前要再次加热杀
菌。 从冷冻室取出食物要有计
划， 先放在冷藏室里一夜， 让它
慢慢化冻。 一旦取出化冻， 就不
能再冻起来。 实在一餐没吃完，
可以放在冷藏室 ， 下餐赶紧吃
完。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博士
范志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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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营养

������猪油是指从猪的特定内脏中提
取的脂肪 （称为猪杂油） 及腹背部
等皮下组织中提取的油脂 （称为猪
板油）。 猪油的香是大家公认的， 在
物质匮乏年代， 很多饭菜都会加点
猪油提香。 一碗猪油炒饭、 一份猪
油渣， 都是童年记忆里难得的美味。

有人认为， 过去的人吃猪油身
体好， 现代人改吃植物油， 反而心
血管疾病增加了。 事实上， 不论猪
油还是植物油， 其主要作用还是为
人体提供热量、 必需脂肪酸， 同时
促进脂溶性维生素在人体消化吸收，
猪油与植物油的功能并无二致， 只
是猪油促进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率
更低。 过去的人吃猪油身体健康 ，
是因为其他物资匮乏， 吃得没现在
好， 跟吃不吃猪油没有必然联系 。
至于现在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增高 ，
则受人口寿命延长、 医疗诊断技术
进步和生活方式等综合因素影响 ，
与 “吃猪油减少” 不存在必然因果
关系。 倒是现代人又是大鱼大肉 ，
又是海鲜， 脂肪总量摄入太多， 能
量过高， 才导致心血管疾病增加 。
那么， 平日如何合理使用猪油更有

益健康呢？
日常用植物油 煎炸用猪油
常见植物油如大豆油、 花生油、

玉米油等烹饪油中的不饱和脂肪酸
含量高， 作为日常生活用油是比较
合适的。 但要注意的是， 植物油在
长时间高温烹调的情况下， 会产生
更多致癌物质 。 平时建议多用蒸 、
煮、 炖、 焖、 急火快炒等少油的烹
调方式。

猪油的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 ，
在煎、 炸等温度较高的情况下稳定
性比大部分植物油表现优异， 产生
致癌物质的量也更少， 且能赋予煎
炸食品金黄色的外观和良好的口感，
因此适用于煎炸。

每天能吃多少猪油？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 建议 ，

饱和脂肪摄入量不超过每日总热量
的 10%。 普通成年女性每天大约需
要 1800 千卡的热量， 相应的每日饱
和脂肪应控制在 20 克以内 （1 克脂
肪=9 千卡）， 如果全部转换成猪油
（猪油饱和脂肪占比为 40%）， 就是
50 克。

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每天吃的

食物中含有的饱和脂肪远不止猪
油。 肉、 蛋、 奶、 坚果、 饼干、 糕
点……不论甜咸荤素， 全都含有猪
油或者食用油等， 饱和脂肪含量很
高。 所以， 你很可能还没吃几口猪
油， 一天的热量就远远超标了。

少吃猪油 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心脑血管疾病是对人类威胁最

大的病种之一， 全世界范围内因心脑
血管疾病导致的死亡率一直名列前
茅。 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因素很多，
其中膳食脂肪摄入过量被认为是重要
诱因之一。 猪油作为动物油脂， 其饱
和脂肪酸含量较高 ， 超过了 40%，
且含有 1‰左右的胆固醇， 这些都是
对心脑血管疾病不利的因素。

所以， 偶尔调剂吃点猪油确实
无妨， 但不建议把它作为家庭的日常
用油。 自身血脂异常者， 则更要管住
嘴， 限制饱和脂肪摄入。 而在平日脂
肪摄入中增加单不饱和及多不饱和脂
肪酸的比例， 比如适当吃些橄榄油、
亚麻籽油等富含此类脂肪酸的油类，
则更有助于控制血脂水平。

中国营养学会会员
国家高级营养师 王钰

������每天做饭菜， 我们
都 会 用 到 油 ， 那 么 ，
该如何选择烹调用油
呢 ？ 其实 ， 相对一般
油品脂肪酸调配比例
较单一的问题 ， 调和
油中含有较多的单不
饱和及多不饱和脂肪
酸 ， 作为日常烹调用
油更有益于心脑血管
健康 。 下面我就来教大家自
制健康安全的调和油。

一般情况下， 自制调和油
的脂肪酸种类包括饱和脂肪、
单不饱和脂肪酸及多不饱和
脂肪酸三种 ， 比例为 1:1:1，
但因为现代人饱和脂肪摄入
量往往过多 ， 所以其实际的
调配比例应小于 1。 其中， 单
不饱和脂肪酸指的是油酸 ，
主要存在于橄榄油 、 油茶籽
油 、 菜籽油中 。 多不饱和脂
肪酸指的是亚油酸和亚麻酸，
花生油、 芝麻油、 大豆油、 玉
米油 、 葵花籽油等富含亚油
酸 ； 亚麻籽油 、 紫苏油等富
含亚麻酸 。 这里亚油酸与亚
麻酸的推荐比例约是 4： 1。
具体制作方法可参照以下：

1、 1 份大豆油、 1 份橄榄
油 （或油茶籽油）、 0.4 份亚麻
籽油， 按比调和。

2、 2 份花生油、 0.4 份橄
榄油 （或油茶籽油）、 0.4 份亚
麻籽油， 按比调和。

3、 1.5 份玉米油、 1 份橄
榄油 （或油茶籽油）、 0.5 份菜
籽油、 0.5 份亚麻籽油， 按比
调和。

食物中各种脂肪酸的含
量会因品种 、 加工工艺 、 测
定方法等不同而有所变化 ，
所以数据仅供参考。

国家高级营养师 赖康正

������该产品宣传手册中提到， 该
饮品含有白藜芦醇、 蓝莓、 芦荟、
绿茶等抗氧化成分， 作为日常饮
品具有防癌抗癌功效。

事实上， 目前， 医学界对于
恶性肿瘤的病因尚未完全了解 。
多年的流行病学研究及实验和临
床观察显示， 环境与行为对人类
恶性肿瘤的发生有着重要影响 ，
据估计， 约 80%以上的恶性肿瘤
与环境因素有关。 不过， 肿瘤从
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基因病。 因此，
我们吃各种抗癌食物， 基本是治

标难治本， 且到目前为止， 也没
有任何物质被证实能根治癌症。

虽然在细胞实验中， 白藜芦
醇、 蓝莓、 芦荟、 绿茶等成分的
抗癌作用获得了较好的结果， 对
肿瘤细胞的生长、 增殖等过程有
一定抑制作用。 不过， 肿瘤的发
生、 发展机制非常复杂， 到目前
为止， 尚未有大规模临床实验证
明， 以上物质可在复杂的人体环
境中起效。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营养科教授 赵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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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猪油到底好不好？

食物趁热
分装入冰箱更安全 “抗癌果汁”

真能防癌抗癌？
��������最近刘女士的一个朋友在
喝网上卖得特别火的一款果
汁， 据说有防癌抗癌功效， 刘
女士感到好奇， 这是真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