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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营养

喝猪血豆腐汤
防骨质疏松

猪血富含铁、 优质蛋白质， 有
解毒清肠、 补血美容、 排毒养颜的
功效， 豆腐含钙、 大豆异黄酮， 有
降低胆固醇、 预防骨质疏松的功效。
猪肉豆腐汤特别适合骨质疏松、 肺
功能低下和大便不畅的人食用。

食材： 猪血 200 克， 豆腐 200
克， 小葱、 生姜、 香菜适量。

做法： 1、 猪血、 豆腐分别洗
净、 切块。 2、 小葱、 生姜、 香菜
洗净切末， 备用。 3、 锅中放油开
火预热， 把生姜和小葱倒入锅中炒
香， 倒入猪血摊匀， 片刻后翻面，
撒入适量的盐和料酒。 4、 锅中加
适量的水， 倒入豆腐块， 加入少量
盐， 盖上锅盖， 煮沸后撒上香菜即
可出锅。

江太发

���� 《国民营养计划 （2017-2030
年）》 （以下简称 《计划》） 的主
要目标中提到， 降低人群贫血率，
到 2020 年， 5 岁以下儿童贫血率
控制在 12%以下， 孕妇贫血率下
降至 15%以下， 老年人群贫血率
下降至 10%以下； 到 2030 年， 5
岁以下儿童贫血率和孕妇贫血率
控制在 10%以下。

《计划》 中的第一个目标即
降低人群贫血率， 可以想见该问
题的严峻性。 特别是 5 岁以下儿
童、 孕妇和老年人是贫血的高发
人群。

贫血的种类很多， 除了一些
疾病因素造成的贫血外， 缺铁性
贫血是最常见的一类， 也是全世
界发病率最高的营养缺乏性疾病
之一。 最近的一次中国居民营养
与健康现状调查显示， 我国居民
贫血患病率平均为 15.2%， 2 岁以
内婴幼儿、 60 岁以上老人、 育龄
妇女贫血患病率分别为 24.2% 、
21.5%和 20.6%。 2010-2012 年进
行的一次大中小城市 6 岁以上人
群的贫血情况调查显示， 虽然调
查范围内各人群贫血率都有明显
下降， 但仍不容乐观。

铁是人体内微量元素中含量
最多， 维持机体主要代谢所必需
的重要生命元素。 儿童缺铁可导
致身体发育受阻， 损害认知能力，
还可能引起心理及行为改变， 降
低身体的抗感染力。 孕期贫血可
能导致早产、 低出生体重儿及胎
儿死亡。 老人贫血可使免疫力低
下 ， 损害认知功能及运动能力 ，
对心脏及消化系统不利。

食物中的铁分两类， 血红素
铁和非血红素铁。 血红素铁主要
来源于动物， 非血红素铁主要来
源于植物， 因非血红素铁易受植
物中植酸、 草酸、 多酚类等的影
响， 人体对血红素铁的吸收利用
率会更高。 一般而言， 肉的颜色
越红， 所含的血红素铁越多。 心、
肝、 肾等内脏和动物血中所含的
血红素铁最为丰富。

5 岁以下儿童中尤其以 6 个月
到 2 岁的婴幼儿贫血率最高， 所
以， 满 6 个月的婴儿要及时添加富
含铁的辅食补铁， 如最开始添加的
铁强化米糊、 之后的蛋黄、 肝泥、
肉泥等。 2-5 岁既是儿童生长发育
的关键期， 也是培养孩子良好饮食
习惯的关键期， 应确保平衡饮食、
规律就餐、 不偏食不挑食。

育龄妇女在备孕期除了补充
叶酸外， 也需注意确保身体的铁
储备。 孕早期饮食中的铁应多从
猪、 牛、 羊等红肉及动物血中摄
取， 少吃动物肝以防摄入高含量
维 A 的致畸风险。 孕中后期随着
胎儿增长， 对铁的需求量会增加，
可在正常饮食基础上每天多摄入
1 个掌心厚度及大小的瘦肉或每
周摄入 1-2 次动物内脏或全血 ，

并建议全程补充叶酸， 多吃新鲜
蔬果， 尽量不喝茶， 因茶中的茶
多酚等会影响铁的吸收。

很多老年人更偏向于吃素 ，
但随着年龄增长， 肠胃的消化吸
收能力及骨髓的造血功能都在下
降， 饮食中铁、 叶酸、 维 B12 等营
养素摄入的不足更易加剧贫血 。
所以 ， 老年人应注意荤素搭配 ，
适当增加动物肝、 血的摄入， 烹
调上多采用蒸、 煮、 炖等让肉质
软烂更易消化的方式， 多吃富含
维 C 的新鲜果蔬促进铁的吸收 ，
进餐前后 1 小时避免饮浓茶、 咖
啡等影响铁吸收的饮料。

如上所述， 对于缺铁性贫血
来说 ， 补铁的最佳来源是红肉 、
动物血及肝类内脏。 至于菠菜补
铁的说法， 其实， 菠菜中的铁含
量并不高， 只有 2%， 且富含影响
铁吸收的草酸， 建议焯水后食用；
另外， 红蘑、 黄花菜、 木耳、 豌
豆苗、 油菜、 蒜苔等中的铁含量
都比菠菜高， 可以搭配食用。 再
者， 零食的选择上可以每天吃一
小把芝麻、 瓜子、 松子、 榛子等
富含铁的坚果， 既可补铁也有利
于心血管健康。

国家公共营养师 龚庆芳

古丝绸之路绵延数千里， 各种
地方美食众多， 在地处甘肃河西走
廊中部的武威、 张掖、 酒泉等地
区， 有一种叫 “搓鱼子” 的面食，
美味独特， 令人回味无穷。

搓鱼子俗称搓鱼面， 是将面粉
用盐水和成面团， 擀成 0.5 厘米厚
的面张子， 切成四楞面条， 左手拿
面条子， 右手在面板上将面条子分
段搓成一寸长、 两头尖的面鱼， 因
其成品的形状中间粗、 两头尖， 犹
如一条条白色的小鱼苗而得名。

搓鱼子的制作方法略显复杂，
需下点功夫方可学会。 具体流程

为： 一是和面擀面皮。 面必须有适
当的柔软度， 太软或过硬都不行，
擀面皮时将面皮擀至 5 毫米左右即
可， 不要太薄； 二是分条。 将擀好
的面皮切成条状， 宽约为 5 毫米，
搓成圆柱状； 三是再加工。 这一步
最复杂， 把圆柱状的面条搓断， 这
相当需要功夫， 初学者可先用刀把
面条切成大约 3 厘米长的短条， 然
后用手搓成鱼儿状； 四是成型下
锅。 入沸水煮熟捞出， 拌以炸酱或
色、 鲜、 味俱佳的热菜 、 凉菜食
用。

搓鱼子有两种吃法， 一是干拌

吃， 拌辣椒酱放点醋。 二是炒菜肴
吃。 先将肉丝炒好备用， 锅里的油
烧到八成后， 放入各种喜欢的配
菜， 如青椒丝、 土豆丝、 豆芽菜、
茄子、 西红柿块及木耳等， 放入调
味料， 最后放进之前备好的肉丝。
菜肴炒熟后将煮好的搓面子捞干放
进菜里， 搅拌均匀后放入少许味
精、 红油或食醋即食。

吃完口味鲜美的搓鱼子后， 一
定要记着喝些煮过搓鱼面的原汁面
汤， 这样有助于消化， 俗话说原汤
化原食呀。

汪志

4种蔬菜
含铁量超肉类

无论你是否素食， 每天膳食中
摄入一定量的铁仍然必需。 相比成年
男性， 孕妇、 乳母及老年女性需要的
铁含量更多。 众所周知， 肉类铁元素
含量丰富， 但以下 4种蔬菜的含铁量
与肉类相当甚至超过肉类哦！

1、 菠菜 深绿色蔬菜， 如菠菜
等， 能够提供大量的铁。 3 杯菠菜
含有 18 毫克铁， 比半斤以上牛排
含有的铁更多。

2、 西兰花 西兰花不仅含有大
量铁， 还含有维 C、 维 K 和镁等营
养物质。 其中维 C 可以促进铁元素
吸收。

3、 小白菜 小白菜含有大量维
A， 同时每杯还含有 1.8 毫克铁。

4、 烤土豆 一个大的烤土豆含
铁量约是 84 克鸡肉的 3 倍。 可以
在烤土豆上淋些希腊酸奶、 蒸的西
兰花等食材， 作为一顿美味的周末
晚餐。

石纤 译

大暑节气
喝两粥防中暑

大暑节气养生， 首先是补水。
此时节喝粥能补气消暑 、 健脾养
胃。 现推荐两款药粥， 以供借鉴。

西瓜皮粥 西瓜皮 100 克、 大
枣 50 克 、 西瓜皮削去外表硬皮 ，
切成丁。 大米淘洗干净， 放入高压
锅中， 加入适量水。 和西瓜皮用旺
火煮沸， 再转小火煮成粥， 调入白
糖即食。 具有消热解毒、 利尿消肿
作用。

绿豆粳米粥 绿豆 60 克、 粳米
100 克， 将绿豆放入温水中浸泡 2
小时， 再和粳米一起用 1000 毫升
清水煮粥。 此粥可每日早晚各吃一
次， 有祛热毒、 止烦渴、 消水肿的
作用。

张汉武

解读系列 ①

《国民营养计划》 �������编者按： 近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国民营养计划 （2017-2030 年）》
（以下简称 《计划》）， 从我国国情出发， 立足我国人群营养健康现状和需
求， 明确了今后一段时期内国民营养工作的指导思想、 基本原则、 实施策
略和重大行动。 从本期起， 我们将根据 《计划》 中重点提及的目标和策
略， 如降低人群贫血率、 控制学生超重肥胖率等方面， 邀请营养专家谈谈
具体的做法， 指导大家科学合理饮食， 提高营养健康水平。

香飘四溢的“搓鱼子”

从饮食补铁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