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寿老人
都爱吃的食物

������豆瓣酱被称为 “川菜之魂”， 其
品种很多， 最正宗、 最有名的当属
“郫县豆瓣酱”。 三百年的历史文化
传承、 技艺提炼， 使其成为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而驰名中外。 四川郫
县豆瓣酱味道鲜而辣， 做菜时放上
一勺， 那扑鼻的豆瓣香味， 不但给
菜品增色， 且能激发食欲。

郫县豆瓣酱的制作手法非常讲
究， 从原料准备到成品， 起码要一
年时间 ， 每一道程序都不能出错 ，
否则酱的味道就不对了。 豆瓣酱的
主要原料是蚕豆与辣椒 。 制作时 ，
先将晒干的蚕豆放进开水里煮沸 1
分钟， 捞出来放进凉水里浸泡 10 分
钟。 然后去掉水分， 放入小麦粉干
拌发酵。 经过六七天后， 初级发酵
即成。 之后加入水、 盐， 放入缸里
再次进行发酵， 这个过程比较漫长，
大约要 100 天左右。 完全发酵后的
蚕豆是褐色的。

辣椒选的则是郫县当地产的二
荆条红辣椒， 冲洗干净后放入木盆
里， 用个似铁锹的工具将其均匀剁
碎。 剁好的辣椒放入缸里加盐进行
腌制。 辣椒腌制出水后， 即可把蚕
豆倒入一起搅拌， 运用名叫 “杵棒”
的特制翻酱工具进行搅拌。

“白天翻 、 夜晚露 、 晴天晒 、
雨时盖” 是郫县豆瓣酱古法发酵的
顺口溜。 每半年加一次水， 日复一
日 ， 要晒上一年 ， 才能大功告成 。
晒得越久， 酱越香。 晒的年份不同，
酱的颜色与香味也不一样。 整个晒
场的缸每天都需要人工来进行翻晒，
感谢这些制作豆瓣酱的手艺人， 正
是他们的坚持， 才能让我们吃上这
如此地道正宗的味道。

马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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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营养

������秋天到， 鸭儿肥， 每年新鸭养
到秋季， 肉质壮嫩肥美， 营养丰富。
中医认为， 鸭肉 “滋五脏之阴， 清
虚劳之热， 补血行水， 养胃生津”，
在这天干物燥的季节， 实乃滋补之
上品。

鸭肉素以雄者为良， 老者为佳。
每 100 克中含水分 75% ， 蛋白质
16.5 克， 脂肪 7.5 克， 碳水化合物
0.1 克。 其蛋白质含量与瘦肉相当，
但热量脂肪却远远低于肥瘦肉。 且
富含钙磷铁锌， B 族维生素等多种
元素， 对于老年人尤其是三高患者，
以及健身减肥人士都是很好的选择。

鸭子做法很多， 除了闻名遐迩
的南京桂花鸭、 北京烤鸭、 常德酱
板鸭等， 可烧可烤， 可卤可酱， 可
蒸可炖， 可谓花样繁多。 那么， 美
味营养的鸭肉到底怎么吃才最为健
康呢？

其实， 鸭肉甘、 平， 微咸， 入
肺、 脾、 肾经， 具有补气益阴、 利
水消肿的功效， 非常适合药用。 这

里我给大家推荐几种鸭
肉菜肴的食疗做法 ， 希
望在日渐凉意的深秋中，
给大家带来一些滋补的
美味乐趣。

首先来一道大蒜老
鸭汤， 对于患有慢性肾
炎、 水肿的朋友具有良
好的疗效 。 具体做法 ：
取 3 年以上绿头老鸭一
只， 去毛， 剖腹去肠杂， 然后在鸭
腹中填入 4 至 5 球大蒜头， 文火慢
煮， 直至烂熟。 出锅后， 吃酥烂鸭
肉， 取蒜喝汤， 鲜美之极。

接下来采用炖煮的方式再来做
一道菜。 备雄鸭一只， 黄精 60 克。
将黄精洗净， 布包。 鸭子洗净切块，
两者加水同炖至鸭肉烂熟后去药包，
吃肉喝汤， 可养阴益肾， 治肺燥干
咳， 最适合秋季进补。

最后， 咱们来品尝下清蒸的做
法。 白鸭一只 ， 去毛 、 肠等杂物 。
将白米搭配生姜、 辣椒填进鸭腹中，

口味重的朋友可以加入酱汁。 随后
上火清蒸， 醇香四溢。 不同于之前
两道鸭肉美食以喝汤为主， 这道清
蒸鸭肉适合大快朵颐 ， 最是舒爽 。
这道菜对于治水气胀满浮肿， 小便
涩少疗效显著。

总的来说， 现在秋高气爽， 正
是食鸭的最佳时节。 不过需要特别
注意的是， 当受凉感冒未痊愈， 胃
部冷痛 、 腹泻清稀 、 寒性痛经时 ，
鸭肉暂时就不适合了。
长沙市中医医院 （长沙市第八医院）
国家二级营养师 唐吉

������自古以来， 人们都希望自
己能健康长寿， 下面让我们一
起来看看长寿老人都喜欢吃哪
些食物吧！

粥类 中国知名经济学家
马寅初和夫人张桂君都是百岁
老人， 两人尤其喜欢喝粥。 每
天早晨， 他们把 50 克燕麦片
加入 250 毫升开水中， 冲泡 2
分钟即成粥， 天天如此， 从不
间断。 老人最适宜把小米粥当
成最好的滋补佳品。 小米益五
脏 、 厚肠胃 、 充津液 、 壮筋
骨 、 长肌肉 。 清代有位名医
说： “小米最养人。 熬米粥时
的米油胜过人参汤。”

玉米 美国医学会曾做过
普查， 发现美国土著居民印第
安人很少患高血压和动脉硬
化 ， 原因是他们的主食是玉
米。 医学研究发现， 老玉米里
含有大量卵磷脂、 亚油酸、 谷
物醇、 维 E， 常食者不易发生
高血压和动脉硬化。

鸡蛋 营养学家测定， 蛋
清蛋白含有极丰富的氨基酸，
其组成比例非常适合人体需
要。 蛋黄中的卵磷脂可促进肝
细胞再生， 还可提高人体血浆
蛋白量， 增强机体的代谢功能
和免疫能力。 卵磷脂被人体消
化后释放出的胆碱可改善记忆
力。

红薯 红薯有和血补中 、
宽肠通气、 益气生津、 防癌抗
癌等功效 。 其含有大量黏蛋
白 ， 能防治肝肾结缔组织萎
缩， 使人体免疫力增强； 黏蛋
白还能消除活性氧， 避免其诱
发癌症 。 红薯中含钙 、 镁较
多， 常吃能防治骨质疏松症。

豆腐 豆腐主要成分是蛋
白质和异黄酮， 具有益气、 补
虚、 降低血铅浓度、 保护肝脏
等功效。 老人常吃豆腐对于血
管硬化、 骨质疏松等症有良好
的食疗作用。

董芳

������大多数孕妇在孕早期会出现
恶心、 呕吐、 食欲不振等妊娠反
应 ， 吃什么都不香 ， 这种状况
下 ， 营养的摄入怎样得以保证
呢？ 其实， 这一时期准妈妈们并
不用刻意让自己多吃些什么， 与
其每天对着鸡鸭鱼肉发愁， 不如
多选择自己喜欢的食物， 以增进
食欲， 对于油腻、 抑制食欲的食
物， 大可不必勉强吃下去。 孕早
期饮食主要应注意以下几个方
面。

1、 孕早期的膳食以清淡 、
易消化吸收为宜。

2、 孕妇应当尽可能选择自
己喜欢的食物。

3、 为保证蛋白质的摄入量，
孕妇可适当补充奶类、 蛋类、 豆
类、 硬果类食物。

4、 在孕早期注意摄入叶酸，
因为叶酸关系到胎儿的神经系统
发育。 若怀孕时缺乏叶酸， 容易
造成胎儿神经管的缺陷， 如无脑
儿或脊柱裂， 并且发生兔唇、 腭
裂的机会也会升高。 许多天然食
物中含有丰富的叶酸 ， 如菠菜 、
生菜、 芦笋、 小白菜、 花椰菜等
各种绿色蔬菜， 及动物肝肾、 豆

类 、 水果 （香蕉 、 草莓 、 橙子
等）、 奶制品等都富含叶酸。

5、 维生素的供给要充足。 如
果准妈妈的妊娠反应严重影响了
正常进食， 可在医生建议下适当
补充综合维生素片。 进入孕中期，
准妈妈的食欲逐渐好转 ， 这时 ，
不少准妈妈在家人的劝说及全力
配合下， 开始了大规模的营养补
充计划。 此时不仅要把前段时间
的营养损失补回来， 还要在孕晚
期胃口变差之前把营养储存够。

湖南省儿童医院消化内科护师
黄唯

������秋天天气转凉， 是比较适合
进补的季节， 同时， 秋季天干物
燥， 因而在饮食养生上颇有讲究。
以下是秋季养生推荐的一些食物。

秋梨 清火润肺， 生津止渴，
适宜于阴虚肺燥， 出现肺热咳嗽、
咽干喉痛 、 大便干结的人食用 。
若老人生吃梨， 易便溏腹泻， 则
宜蒸梨或煎煮服用。

百合 有补肺润肺 、 清心安
神、 润燥止咳的作用。

山药 其特点是补而不滞， 不
热不燥， 不论男女老幼都适合食
用。

白扁豆 用白扁豆煮粥或煎汤
服， 可健脾胃、 增食欲。

藕 生藕能清热生津止渴， 熟
藕能健脾开胃益血。 有 “暑天宜
生藕， 秋凉宜熟藕， 生食宜鲜嫩，
熟食宜壮老” 的说法。

黄鳝 入秋食鳝， 不但补益力
强， 对人体血糖还有一定的调节
作用， 烧鳝段、 清炖黄鳝、 炒鳝
丝、 黄鳝粥等均可。

栗子 有健脾养胃、 补肾壮骨
的作用。

核桃 能补肾固精 、 温肺定
喘、 益气养血、 润燥润肠。

红枣 是滋阴润燥、 益肺补气
的清补食品， 如能与银耳、 百合、
山药共同煨食， 效果更好。

王利平

正佳时秋高食鸭

郫县豆瓣酱

�孕早期饮食莫勉强

秋吃黄鳝莲藕 滋补身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