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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营养

������中秋加国庆的超长假期给这
个金秋带来了无限美好， 过节难
得休息， 当然要吃好喝好， 但是
过度的暴饮暴食满足了口腹却容
易让健康亮起红灯。 那么这秋天
滋补的时候， 吃点什么又解馋又
健康呢？ 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道
爆款美食———豆腐。

可别小看这平白无奇的豆
腐， 它由汉淮南王刘安发明， 具
有两千多年悠久的历史。 它含丰
富蛋白质、 脂肪、 钙、 磷、 镁、
铁等矿物质及大量维生素， 由于
它可提供人自身不能合成的几种
必需氨基酸， 其蛋白质消化率可
由大豆的 65%提高到 92.7%， 因
此享有 “植物肉” 的美称。 另外
豆腐含钙量很高， 吃 “鱼头炖豆
腐” 补钙极佳， 因鱼头中还富含

维 D， 能帮助钙吸收。
《随息居饮食谱》 中记载，

豆腐 “清热润燥， 生津， 解毒，
补中， 宽肠， 降浊”， 其生津润
燥的功效可有效缓解秋燥引起的
胃热口臭、 咽干咳嗽、 大便干硬
等症状。 另外水土不服、 遍身作
痒、 皮疹， 每天食豆腐， 可协助
适应水土。 但豆腐性寒， 因此胃
寒、 脾虚和腹泻腹胀的人不宜多
吃。 此外， 豆腐含有较多嘌呤，
患痛风的患者需要特别注意。

民间有 “金秋豆腐似人参”
的说法 ， 在越来越寒冷的深秋
中， 来一份热气腾腾， 鲜香四溢
的豆腐 ， 绝对是人生一大满足
啊！
长沙市中医医院（长沙市第八医院）

国家二级营养师 唐吉

������从今年 8 月开始， 我国食药
监局在官网陆续公布了我国多家
乳品公司 1-3 段婴幼儿配方乳粉
产品的合法注册信息， 这意味着，
今后有需要的新爸妈们将在市面
上看到更多国产婴幼儿配方奶粉
产品， 同时也具有更多样化、 相
对更实在的选择。 那么， 家长究
竟应该如何选择配方奶粉？ 如何
给孩子喝才更科学安全呢？

自从三聚氰胺事件之后， 许
多家长几乎对国产奶粉谈之色变。
其实， 每个国家都存在食品安全
问题， 国外针对婴儿配方奶粉的
召回事件也时有发生。 我国在此
次事件发生之后， 重新修订了婴
儿配方食品法规， 增加了 50 个新
条目 ， 堪称史上最严格的法规 。
去年 6 月 6 日， 国家食药监局又
颁布了 《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
方注册管理办法》， 婴幼儿配方乳
粉产品配方均采取注册管理， 从
而提高了婴幼儿乳粉行业的准入
门槛， 进一步督促企业科学研发
设计配方， 确保婴幼儿配方乳粉
质量安全。 因此， 国产奶粉的质
量安全提升有目共睹。

母乳是婴儿最好的食物， 世
界卫生组织建议母乳喂养到 2 岁，
美国儿科学会和中国营养学会均
建议纯母乳喂养至少 6 个月。 但
如果母乳不足， 或者存在不适合
母乳喂养的情况下， 配方奶粉则
是无奈之选。 婴儿配方奶粉是模
拟母乳成分进行配方的， 所以选
择好的配方奶粉， 足以满足婴儿
生长发育的需要。

首先， 为了保证配方奶粉的
质量安全， 应注意到正规商场购
买主流大品牌。 因为要研制最接
近母乳成分的配方奶， 需要强大
的研发能力和雄厚的资金支持 。

当然， 生产日期也一定是选择时
要注意的事项。

其次， 注意查看配方奶粉的
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 母乳中的
蛋白质之所以容易消化吸收， 是
因为其中乳清蛋白的比例较高 ，
占 70%。 因此， 国标强制要求婴
儿配方奶粉中， 乳清蛋白占蛋白
质的含量不得低于 60%。 母乳中
的糖类主要是乳糖， 能促进大便
通畅以及矿物质的吸收。 根据国
标 ， 乳糖占碳水化合物的总量
应≥90%。

第三， 很多妈妈喜欢海淘国
外奶粉， 但如果买到假奶粉或者
运输环境导致了奶粉的变质， 安
全性也着实让人担忧。 因此， 一
定要通过正规网站购买， 且不推
荐日韩国家的海淘奶粉， 以免由
于营养缺乏影响宝宝生长发育。

另外， 虽然目前对于配方奶
中添加 DHA （二十二碳六烯酸 ）
和 ARA （花生四烯酸） 的益处尚
未得到明确的临床试验， 但鉴于
二者对婴幼儿大脑和视力发育有
着重要作用， 因此， 可以选择含
有 DHA 和 ARA 的配方奶粉。

最后来说说配方奶粉的饮用
安全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 （WHO）

认为， 婴幼儿配方奶粉冲调和放
置过程中， 阪崎肠杆菌有潜在生
长的可能， 从而引起婴儿严重疾
病， 甚至导致死亡。 阪崎肠杆菌
对于 1 岁以内的婴儿最为危险 ，
尤其是新生儿和 2 个月以下的婴
儿。 所以， 一定要采用正确的冲
调方法， 以降低宝宝发生疾病的
风险。

为了防止宝宝病原体感染 ，
在使用奶瓶前， 建议彻底清洗和
消毒。 使用不低于 70℃的水 （水
煮沸后， 室温下冷却时间不超过
30 分钟） 冲调配方奶粉， 从而起
到杀灭细菌的作用 。 如果使用
70℃以下的水冲调配方奶， 应即刻
食用， 不得存放， 以免阪崎肠杆
菌过度繁殖引发感染。 最好最安
全的方法是每次喂奶时， 冲调新
鲜的配方奶， 然后立即喂养。 如
果一次冲调过多， 喝完剩余的乳
汁要马上倒掉， 不要留着下次饮
用， 因为其中的有害细菌会迅速
生长。 如果是未喝、 新鲜的乳汁，
可以冷却后， 保存在低于 5℃的冰
箱内冷藏， 但时间不能超过 24 小
时。 如果是置于室温下的乳汁， 2
小时后就不要再给宝宝喝了。

国家高级公共营养师 薛双环

������秋天， 很多市民都有 “贴秋膘”
的习惯， 此时进补更要遵循养生的
原则， 可适当多吃以下食物。

黄绿色蔬果 夏天人们所吃蔬菜
水果以瓜豆为主， 瓜豆类中维 A 和
维 C 含量较低， 秋季如不及时补充，
到了冬春季节容易发生视力下降 、
眼睛干涩、 呼吸道感染等问题。 因
此要多吃橙黄色蔬菜和绿叶蔬菜 ，
如南瓜、 胡萝卜、 西红柿、 芥蓝、 菠
菜、 绿菜花等。

发酵食品 夏天很多人贪食寒凉
食物 ， 导致胃肠的消化功能较弱 。
秋天应适当多吃一些营养丰富又帮
助消化的食品， 如发酵食品。 主食
可以选择发面饼、 馒头等发酵面制
品， 尤其推荐杂面发糕， 粗细粮搭
配营养更高。 副食可多吃一些豆类
发酵制成的豆豉、 豆酱、 酱豆腐、 麻
豆腐、 豆汁， 奶类发酵制成的酸奶，
还有大米发酵制成的醪糟等。

各种薯类 秋季正是薯类出产的
旺季， 山药、 甘薯、 芋头、 马铃薯等
薯类食物富含 B 族维生素和钾、 镁
等矿物质， 有强健身体的作用， 将
它们作为精白米面的替换品， 是非
常好的养生措施。
湘西民族中医院副主任医师 刘文杰

������现代研究表明， 百合含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 钙、 磷、 铁和秋水仙碱
等多种生物碱。 这些成分综合作用
于人体， 不仅具有良好的滋补作用，
而且对多种癌症都有较好的疗效 ，
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抗肿瘤药， 多用
于治疗肺癌、 鼻咽癌、 皮肤癌、 淋巴
瘤等。 特别是这些肿瘤患者放疗后
会出现体乏、 口干心烦、 干咳少痰
甚至咯血等症状， 用鲜百合与粳米
一起熬粥， 再调入适量冰糖或蜂蜜
共食之， 对于增强体质、 抑制癌细胞
生长及缓解放疗反应均具有良效。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吕荣华

������精索静脉曲张患者可适当食用山
楂、 龙眼、 桃仁、 红糖等。 山楂味甘
性温 ,有止痛、 活血、 止血、 化瘀作
用， 能够扩张血管、 降低血脂血压；
龙眼味甘性平无毒 ,可滋补强壮、 安
神补血， 用于治疗体衰、 气血不足、
脑力衰退等症， 适用于脉管炎各型病
人； 桃仁味苦甘,性平而润,有破血去
瘀、 润燥滑肠作用， 能活血、 行血、
消散瘀血； 红糖性温味甘,具有益气、
缓中、 化食之功 ,还有行血活血、 缓
解疼痛的功用。

副主任医师 周迪武

每当深秋， 吉林家家户户都
有腌制蒜茄子的传统习惯。 它虽
然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小菜， 却
也得到人们的偏爱， 因其便于制
做， 是人们进餐不可少的咸菜。

做法：
1、 选用比较嫩小的茄子 ，

用水洗净后放锅中蒸熟， 取出晾
凉。

2、 把大蒜 （最好选用紫皮、
瓣大、 辣味足的蒜） 剥去皮， 用
刀拍一下， 放蒜罐里捣碎， 加精
盐、 味素拌匀。

3、 把蒸好的茄子从中间撕
成两半， 夹上兑制好的蒜泥， 摆
在盆或坛子里， 放在凉爽的地方
腌几天， 即可食用。 存放时， 温
度不宜过高， 否则茄子会变酸。

汤明建

秋季养生
多吃三类食物

放疗后体乏口干
用百合粳米熬粥

精索静脉曲张
吃龙眼活血滋补

腌蒜茄子 金秋豆腐似人参

大批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拟上市

选购配方奶粉有讲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