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专家认为， 酸味食物
对老人有着特殊意义。 人上了
年纪后， 消化吸收功能减弱，
胃口也会变差， 酸味食物能帮
助老人开胃、 增加食欲。 在寒
冷的季节， 老人适量吃点酸，
还能降脂护心， 保护心血管。
同时， 酸味也是对付冬季干燥
的武器之一。

以最常见的酸味食品山楂
为例， 山楂味甘、 性微酸， 入
脾、 胃、 肝经。 建议老人每天
用 1-2 枚鲜嫩山楂果泡茶饮
用。 还可以做山楂酱， 将山楂
洗净、 切开、 去籽， 和冰糖同
煮， 放冰箱冷藏， 当作饭后开
胃食品。 另外， 酸奶也比较适
合老年人食用。

王婷

上年纪的人
适量吃酸

������花生油 脂肪酸构成比较好， 易
于人体消化吸收。 花生油中还含有
甾醇 、 麦胚酚 、 磷脂 、 维生素 E、
胆碱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经常食
用花生油 ， 可防止皮肤皲裂老化 ，
保护血管壁， 防止血栓形成， 有助
于预防动脉硬化和冠心病。 花生油
中的胆碱， 还可改善人脑的记忆力，
延缓脑功能衰退。

大豆油 含有较高的亚麻酸、 维
生素 E、 丰富的亚油酸等不饱和脂
肪酸， 具有降低血脂和血清胆固醇
的作用， 可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心血
管疾病。 豆油不含致癌物质黄曲霉
素和胆固醇， 对机体有一定的保护
作用。 豆油中的豆类磷脂， 有益神
经、 血管、 大脑的发育生长。

玉米油 由玉米胚芽提取的优质
食用油， 其天然抗氧化性和稳定性
相当好 ， 耐煎炸 。 不仅营养丰富 ，
富含维生素 E 和人体必需的不饱和
脂肪酸， 而且易于消化吸收。 经常
食用玉米油， 对调整人体血液中胆

固醇含量有一定作用， 亚油酸能降
低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的含量 ，
而玉米油不但含亚油酸较高， 且其
他功能成分的含量也较高。

橄榄油 “贵族油”， 含有丰富
的矿物质和维生素及不饱和脂肪酸，
可降低低密度胆固醇， 但不会降低
高密度胆固醇 。 橄榄油被认为是
“迄今所发现的油脂中最适合人体营
养的油脂 ”， 具有非常高的营养价
值。 其中的抗氧化成分， 还可以防
止许多慢性疾病， 而且由于橄榄油
在生产过程中未经过任何化学处理，
其天然的营养成分保持得非常完好，
比较适合各类人群食用。

山东莱州市慢性病防治院 郭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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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营养

《国民营养计划 （2017-2030
年）》 提出， 针对不同人群的健康需
求， 着力发展保健食品、 营养强化
食品、 双蛋白食物等新型营养健康
食品， 强化营养主食、 双蛋白工程
等重大项目实施力度。 那么， 什么
是营养强化食品、 营养主食、 双蛋
白食品？ 为何国家提倡大力发展这
些食品？ 它们又有哪些营养价值呢？

我们先来看两个概念。 营养强
化食品指的是按照标准规定加入了
一定量营养素的食品。 它的目的是
为了增加食物的营养价值， 比如我
们最熟悉的营养强化食品就是加碘
盐。 曾经我国是世界上碘缺乏病流
行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原因是食物
中含碘量非常低， 不能满足人体需
要。 随着碘强化食盐的应用， 碘缺
乏病已非常少见。 双蛋白食物指的
是以植物蛋白 （大豆蛋白） 为主，
动物蛋白 （牛奶蛋白） 为辅的两种
蛋白相结合制作而成的新型食品。
这种食品将大豆和牛奶结合， 优化
了国民的膳食结构。 大豆具有低脂
肪零胆固醇的健康特性， 同时含有
多不饱和脂肪酸、 大豆异黄酮、 低
聚糖等对健康有益的营养成分， 而
牛奶富含钙， 二者的结合不仅实现
了蛋白质的互补作用， 更加易于吸
收， 同时还避免了因动物蛋白摄入
过多， 引起的各种健康隐患， 甚至
达到了 1+1＞2 的效果。

再来说说我们的主食。 我国目
前以传统主食为主 ， 有面制主食
（以馒头、 面条为主） 和米制主食

（以米粉、 米线为主） 两大类， 但
其营养结构很相似， 无法实现二者
的互补。 而且随着目前谷物的过度
加工， 丢失了大量的 B 族维生素、
矿物质、 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
根据 2010-2012 年开展的全国居民
营养健康调查结果显示， 目前由于
膳食结构不合理引发的超重、 肥胖
率 比 十 年 前 分 别 提 高 了 7.3%和
4.8%， 而钙铁维生素等营养素的缺
乏依然存在 。 更严重的是 ， 高血
压、 糖尿病等慢性病发病率增加，
这与作为主要食物来源的主食消费
结构 （即营养结构） 有一定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 《计划》 提出， 继
续推进马铃薯主食产品研发与消费
引导， 提倡建立以马铃薯为主的新
型主食结构， 这是因为马铃薯营养
全面， 含有人体必需的多种营养物
质， 氨基酸的含量和比例适当， 更
加易于消化和吸收。 马铃薯还含有
很多小麦和稻米没有的营养成分，
比如胡萝卜素、 酚氧化酶、 抗氧化
活性物质等， 同时膳食纤维和钾的
含量较高， 均对人体健康有很大好

处。 目前， 市面上以马铃薯为主的
新型主食种类繁多 ， 有马铃薯馒
头、 面条等符合中国居民饮食习惯
的大众型主食产品， 马铃薯米线、
馕等地域特色型主食， 以及马铃薯
面包糕点等休闲及功能型产品， 对
于人们饮食结构的调整均有良好的
促进作用。 此外， 居民在主食搭配
中， 还应增加全谷类食物和杂豆类
食物的摄入， 粗细搭配， 比如大米
可以与全谷物 （糙米）、 杂粮 （燕
麦、 荞麦、 玉米等） 以及杂豆 （赤
小豆、 绿豆、 花豆等） 搭配食用，
制作出传统的二米饭、 豆饭、 八宝
粥等营养主食。

随着国家对营养强化食品和双
蛋白食品等新型食品的加强， 预示
着未来国民的膳食结构将更加多样
与合理 ， 从而实现营养的均衡摄
入 ， 提高全民营养水平 。 作为居
民， 要真正做到健康饮食， 还应做
到每天吃适量的鱼禽蛋瘦肉， 多吃
蔬果、 奶类和大豆等食物， 注意少
盐少油控糖限酒。

国家高级公共营养师 薛双环

������ “荷莲一身宝 ， 秋藕最补
人 ” ， 对很多喜欢吃藕的人来
说， 秋季餐桌上一定少不了藕
的身影。 《本草纲目 》 称藕为
“灵根”， 经常食用能 “令人心
欢”。 事实上， 莲藕是一种药食
同源的食材， 是名副其实的平
价滋补品。

中医认为藕性寒、 味甘。 生
食莲藕能清热、 除烦、 润肺， 特
别适合因血热而长痘的患者， 但
脾虚胃寒、 易腹泻的人不宜生
食； 莲藕煮熟后性由寒变温， 能
养胃滋阴、 健脾益气养血， 适合
因脾胃虚弱、 气血不足而肌肤干
燥、 面色无华的人。

现代营养学认为， 莲藕是一
种营养价值很高的低脂食品， 老
少皆宜。 藕的含水量高， 富含维
C 和矿物质 ， 具有促进新陈代
谢、 防止皮肤粗糙的功效； 含铁
量较高， 缺铁性贫血的人可适量
多吃； 钙含量也很丰富， 虽比不
上牛奶， 但在蔬菜中也是遥遥领
先； 膳食纤维含量丰富， 常吃能
促进肠蠕动、 预防便秘。

一般人群均可吃藕， 尤其对
于肝病、 便秘、 糖尿病等一切有
虚弱之症的人十分有益， 对于瘀
血、 吐血、 衄血、 尿血、 便血的
人以及产妇极为适合。 需要注意
的是， 脾胃虚寒、 容易腹泻的人
生吃莲藕易伤脾胃， 因此更适宜
熟食。 莲藕中淀粉含量高， 糖尿
病患者吃了莲藕， 就要相应减少
米饭、 馒头的食用量， 以免影响
血糖控制。

韩沐真

������现代电子设备发达 ， 平时
人们用眼时间延长 ， 容易出现
眼睛疲劳、 酸胀等不适， 甚至
引发角膜功能退化等， 此时不
妨吃些护眼食物。

一是含维生素 A 的食物 。
如蛋黄、 牛奶、 动物肝脏 、 绿
叶蔬菜、 玉米等， 此类食物可
防止角膜干燥退化， 如果缺乏，
会发生角膜软化及夜盲症， 甚
至失明。

二是含胡萝卜素较多的食
物 。 如胡萝卜 、 玉米 、 南瓜 、
红薯、 绿色蔬菜、 青豆、 西红
柿等。 这些食物在机体内能转
化为维生素 A 而发挥护眼作用。

三是含维生素 B 较丰富的
食物 。 如面粉 、 花生 、 鸡蛋 、
瘦肉、 牛奶、 绿色蔬菜等。 这
些食物是构成辅酶的主要原料。
人体如果缺少维生素 B2， 眼睛
会发生怕光、 流泪、 发红、 发
痒、 视力疲劳等症状。

李志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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