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味精， 传言最多的是它
在高温条件下会分解产生焦谷氨
酸钠 ， 这种物质可致癌 ， 然而 ，
到目前并没有实验论证这一点 。
相反的， 有研究证明， 焦谷氨酸
钠可以提高记忆力、 学习能力和
注意力。 之所以建议人们在烹调
结束时加入味精， 是因为谷氨酸
钠分解产生焦谷氨酸钠， 会降低
鲜味。

那么， 人们平时适合食用味
精吗 ？ 其实 ， 味精同酱油一样 ，
属于酿造调味品， 主要成分是谷

氨酸钠。 谷氨酸钠对身体有一定
的益处， 谷氨酸钠进入肠胃以后，
可分解产生谷氨酸， 谷氨酸是人
体所需要的 18 种氨基酸之一， 即
便不从外来食物中获取， 人体自
身也会合成。 谷氨酸被人体吸收，
在人体内能起改善和保持大脑机
能的作用 。 另外 ， 有研究表明 ，
与食用盐相比， 味精中钠的含量
低约 3 倍， 如此， 味精可以用于
减少盐的摄取量。 实际上， 味精
是安全的， 正确食用它即可。

国家高级公共营养师 董王番

������研究发现， 心脏病和中风等心
脑血管疾病与人体胆固醇含量密
切相关 ， 降低血液中坏胆固醇
（LDL）， 提升好胆固醇 （HDL） 含
量有助减缓心脏病和中风风险 。
以下是美国 《预防》 杂志总结的 5
种降低胆固醇的健康食物， 快快
将它们加入到你每天的膳食计划
中吧！

豆类及豆制品 研究证实， 摄
入过多富含饱和脂肪的食物， 会
增加体内坏胆固醇 （LDL） 水平。
全脂牛奶、 奶油、 黄油、 奶酪、 牛
羊猪肉等饱和脂肪含量高， 不妨
用豆腐、 豆粉 、 豆浆等豆制品作
为替代。 研究发现， 豆类富含可
溶性膳食纤维， 每天吃一小杯豆
类， 如青豆、 黑豆、 鹰嘴豆等， 连
续吃 6 周， 可将胆固醇水平降低
10%； 豆制品中的异黄酮类化合物
亦可降低 LDL 水平。 美国食药监
局建议， 每天摄入 25-30 克豆制
品最佳。

牛油果 牛油果富含对心脏有
益的单不饱和脂肪酸， 能降低坏
胆固醇 （LDL） 水平， 提升好胆固
醇 （HDL） 水平。 此外， 牛油果还
含有抗胆固醇的植物甾醇， 也能
帮助人体减少食物中的胆固醇摄
入。 美国心脏病协会建议， 人们
每天应摄入 15%的单不饱和脂肪，
如一天的总热量摄入为 1800 卡路
里， 则应摄入 30 克单不饱和脂肪。

大蒜 研究证实， 大蒜能阻止
胆固醇颗粒在动脉壁沉积， 有降
胆固醇、 降压、 减少血栓、 抗感染
等功效。 每天吃 2-4 瓣即可。

菠菜 菠菜含有叶黄素， 能预
防眼睛黄斑变性。 同时研究发现，
每天吃 1/2 杯富含叶黄素食物， 可
降低动脉壁胆固醇沉积， 减少血
管堵塞。

茶叶 研究证实， 茶叶含有大
量抗氧化合成物 ， 尤其是含有黄
酮类物质， 可松弛血管， 降低动
脉壁胆固醇沉积， 预防血栓。 绿茶
和红茶均含有高抗氧化物质， 建
议每天至少喝一杯茶。

石纤 译

合理膳食， 吃出健康， 吃出长
寿， 是每个人的梦想和追求。 健康
饮食的关键在于： 搭配、 平衡、 合
理。

搭配包括： 第一是主食与副食
搭配 。 主食 ， 即每日三餐的米 、
面、 馒头等。 副食， 泛指米、 面以
外的， 具有增强营养、 刺激食欲、
调节机体功能作用的食物等。 第二
是粗粮与细粮搭配。 第三是荤菜与
素菜搭配。

平衡包括 ： 热量 、 颜色 、 味
道 、 酸碱等方面 。 首先 ， 热量平
衡。 若要达到热量平衡， 蛋白质、

脂肪与碳水化合物三种营养成分，
需按合理的比例 1： 1： 4.5 摄取 。
每日早、 午、 晚餐的热量分配为占
总热量的 30%、 40%、 30%。 其次，
味道平衡 。 食物的酸 、 甜 、 苦 、
辣、 咸味对身体的影响各不同。 如
酸味可增进食欲， 增强肝功能， 并
促进钙、 铁等矿物质与微量元素的
吸收。 第三， 颜色平衡。 各种颜色
的食物所含营养成分的侧重点不
同 。 巧妙搭配各色食物 ， 取长补
短， 营养成分种类齐全， 才能达到
营养均衡。 最后要注意保持酸碱平
衡。

合理包括： 早餐吃好， 早餐应
吃一些营养价值高 、 少而精的食
品； 午餐吃饱， 以保证下午充足的
精力； 晚餐吃少， 以免血中的糖、
氨基酸、 脂肪酸浓度增高， 多余的
热量转化为脂肪 ， 使人发胖 。 此
外， 晚餐也不宜吃得太晚， 在下午
6 时左右为宜。

总之， 只要大家在日常生活中
自觉坚持合理膳食， 适量运动， 健
康长寿就不是梦想。
长沙市中医医院（长沙市第八医院）

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 刘红
（刘碧玲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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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营养

������时下 ， 正是鲜桃上市的季
节， 这个被称为 “仙桃”、 “寿
桃” 的天下第一果， 因果形美
观， 性味平和， 营养价值高受
到人们的青睐。

我国是桃的故乡 ， 早在两
千多年前， 我国就开始桃树的
栽培了。 《诗经·周南》 中就有
“桃之夭夭 ， 灼灼其华 ” 的句
子。 我国大部分桃子品种都是
夏季成熟的 ， 如山东肥城桃 、
北京水蜜桃、 河北六月桃、 南
京时桃、 渭南甜蜜桃等。

桃含钾多含钠少 ， 适合水
肿病人食用。 它的含铁量比苹
果和梨高 4-6 倍， 是贫血患者
理想的辅助食物。 同时， 桃还
能缓解大病之后的气血亏虚 、
面黄肌瘦 、 心悸气短等症状 ，
是夏季不可多得的水果。

需要注意的是 ， 桃的果实
有些微之毒 ， 不可过量食用 ，
还有未成熟的桃子和烂桃都不
能吃， 李时珍就曾说过： “生
桃多食 ， 令人膨胀及生疮疖 ，
有损无益。”

刘绍义

������夏天 ， 各种贝类产品大量上
市， 扇贝、 淡菜、 生蚝、 海螺等，
琳琅满目， 让人垂涎欲滴、 欲罢不
能。 而最近福建漳州等附近海域发
生赤潮， 部分人食用该海域出产的
贝类产品淡菜后， 出现了头晕、 呕
吐、 四肢麻木等症状， 让人们吃贝
类的高涨热情一下子降温了许多。
那我们该如何吃贝类才能更安全
呢？

首先， 要挑选新鲜无污染的产
品。 一般来说， 正规的大型超市、
规范的水产市场等提供的产品质量
可靠， 但一些路边摊和不规范的水
产市场就无法保证质量了。 挑选贝
类总的原则是： 贝壳表面光洁、 肉
质新鲜无怪味、 水质清洁不混浊。
淡水类贝壳生物应该是活体， 海水
类产品应有冰块覆盖。

其次， 不购买不食用来自污染
区的产品， 目前主要指的是发生赤
潮海域的产品。 福建漳州、 泉州等
地爆发的赤潮， 主要是由一种 “链
状裸甲藻” 的藻类引发， 这种藻类
会分泌生物麻痹性贝类毒素， 不但
导致海洋生物死亡， 还会间接危害
到人体健康。 当我们食用了大量摄
入链状裸甲藻的贝类产品时， 就会

因生物麻痹性贝类毒素过量而致食
物中毒， 对人的神经、 肝脏 、 肠
胃、 皮肤等损伤严重， 极端情况下
会引起肌肉麻痹、 呼吸困难， 甚至
死亡。

国外墨西哥发生的赤潮事件曾
导致 460 人中毒， 32 人死亡。 针
对赤潮导致的贝类毒素中毒病例，
目前医院也没有很好的有效应对办
法， 主要依靠人体自行解毒排毒
（许多人认为高温可以消灭毒素，
这是认知误区。 实际上是烹饪的高
温可以杀菌， 但去除不了毒素），
所以最佳办法就是不购买、 不食用
野生贝类。 一旦误食， 应立即就
医， 同时， 多食用蔬菜水果等富含

维 C 的食物有助于肝脏排毒， 加
快毒素分解。 此外， 牛奶、 粥类等
食物对肠胃也有一定的保护功能或
缓解效果。

再次， 食用贝类前， 一定要烹
饪至熟透， 这样可以有效杀死贝壳
内部的细菌。 食用时应去除内脏
（黑色部分）， 因为内脏器官富集了
大量细菌和毒素。

最后应注意的是， 食用贝类要
适量， 同时建议少饮或不饮啤酒，
以免导致痛风的发生。

总而言之， 远离污染区、 挑选
把好关、 烹饪熟透、 进食适量， 我
们就会有一个灿烂的夏天。

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 韩学刚

远离心脏病
多吃降胆固醇食物夏天，如何吃贝类更安全？

鲜吃桃子正当时

健康饮食六个字

味精高温可致癌？
营养专家：正确食用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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