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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植物性食物， 蔬菜在口
感上远不如水果， 也不及水果吃
起来方便。 一些人就想当然多吃
点水果， 以弥补不吃蔬菜所缺失
的营养。 实际上， 这种做法是不
对的。

多数水果的营养低于蔬菜。
除了鲜枣、 山楂、 柑橘、 奇异果
等几种水果含维 C 较丰富外， 其
他水果所含的矿物质是比不上蔬
菜的， 若是只吃水果， 无法为人
体补充足够的营养。

水果的清肠排便功能也低于
蔬菜。 蔬菜中膳食纤维含量远远
高于水果， 且是不可溶性纤维，

可促进肠道蠕动， 清除肠道内积
蓄， 能有效防治便秘、 痔疮， 预
防大肠癌。

大多数蔬菜中所含的糖类属
淀粉类多糖， 需要经过人体消化
道内的各种酶分解成单糖后， 才
能被人体吸收， 因此不会引起血
糖波动 ， 而水果中的糖类是单
糖、 双糖， 它们进入人体后很快
溶入血液， 会使血糖快速升高。
另外， 水果吃得太多， 体内果糖
也会增多， 容易产生饱腹感， 影
响其它食物的摄入， 导致营养失
衡。

不过， 水果食用方便， 不用
烹调， 生食时营养流失极少， 且
水果中碳水化合物、 有机酸、 芳
香物质均比蔬菜多， 因此蔬菜也
不能代替水果。

主任医师 隋东菊

���� 《国民营养计划 （2017-2030
年）》 提出， 开展吃动平衡行动，
推进运动人群精准营养指导， 降
低运动损伤风险， 提高运动人群
营养支持能力和效果。 下面是为
运动一族制订的运动前、 运动中、
运动后补充营养的方案。

运动前饮食———补充能量

很多人为了达到更好的减肥效
果， 会选择饿着肚子去运动， 其实，
这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空腹运动可
能会出现低血糖症， 不仅会给身体
带来不适， 还会影响锻炼效果。 适
宜的运动前饮食则可防止低血糖、
促进脂肪分解、 增强运动效果。 运
动前的饮食应遵循以下要点：

1、 根据运动时长选择食物 ，
优先选择碳水化合物食物。 如果
运动时间少于 60 分钟， 可选择血
糖升糖指数 （GI） 高的食物， 快速
为身体提供能量， 如白面包、 香蕉
等； 如果大于 60 分钟， 则宜选择
GI 较低的食物， 可较长时间、 持
续地为身体提供能量， 如一碗燕麦
片粥、 两片全麦面包、 粗粮饼干
等。 适量吃些以上食物， 以不感到
饥饿为主。

2、 至少在运动前 1 小时进食。
如果食物尚未消化就进行运动 ，
很可能造成反胃、 腹痛等消化道
症状， 影响运动过程及效果。

3、 运动前 30 分钟喝一杯无糖
咖啡。 有研究表明， 在运动前摄入
适量咖啡因能提升脂肪的燃烧效
率， 可帮助降低脂肪。 建议饮用不
加糖和奶油的黑咖啡， 最好在下午

4 点前饮用， 以免影响睡眠。

运动中饮食———补充水分

运动时身体血液循环加快， 会
消耗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 因此需
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

1、 少量多次饮水 。
即使没有感到口
渴 ， 仍然建议在
运动中每隔 15 分

钟补充一次水分， 可喝白开水或运
动饮料， 每次三四口即可。

2、 长时间运动时， 可在运动
中进食少量易消化的食物。 在进行
长跑、 骑行等大于 60 分钟运动时，
可随身携带一些方便进食的食物，
如一小份葡萄干、 一个能量棒、 一
片全麦面包、 运动饮料等， 每 30
分钟补充一点， 这样可以为身体提
供足够的能量， 维持较高的新陈代
谢， 促进脂肪的分解。

3、 低血糖要及时进食。 在运
动过程中， 如果出现头晕、 心跳加
快、 出冷汗、 颤抖、 全身无力、 手
脚发麻等低血糖症状， 建议立即停
止运动， 吃块糖、 白面包， 喝点运
动饮料或者葡萄糖水， 一般短时间
内可以缓解症状。

运动后饮食———促进身体恢复

运动后需要通过饮食来帮助恢
复身体、 巩固运动效果、 增强个人
体质。

1、 运动后 30-60 分钟进食效
果最佳。 此时， 身体的肌肉可以快
速吸收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 并将
其储存起来作为下次运动的能量。

2、 进食补充能量的碳水化合物。
运动后可以吃些米饭、 面条、 包子等
主食， 它们可快速为肌肉储备能量。

3、 补充帮助肌肉恢复和增长
的优质蛋白质。 蛋白质是构成和修
复肌肉的重要营养物质， 很多健身
爱好者会在运动后补充 30 克蛋白
粉， 也可以吃些鸡蛋清、 牛奶、 酸
奶、 豆制品等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
物， 这些都有助于改善肌肉酸痛。

4、 补充运动中消耗的维生素、
矿物质。 运动中流汗会丢失钾和大
量 B 族维生素， 可以通过香蕉、 运
动饮料、 各种蔬菜水果来补充。

5、 推荐一款自制的运动后饮
品。 准备一勺 30 克蛋白粉、 两根
香蕉、 300 毫升牛奶， 用料理机搅
拌均匀即可饮用。

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 梁方利

运动一族
学会科学补充营养

������胡萝卜具有 “小人参” 之誉， 它
吃法多样， 且能预防冬季常见的呼吸
道疾病， 因此特别适合在冬天 “进
补”。

胡萝卜中的胡萝卜素在各类食物
中含量最高， 是其他食物的数十倍。
胡萝卜素是维 A 的半成品， 食用后
可在肠壁和肝脏内通过胡萝卜素转化
酶转化成为维 A。 维 A 对人体健康具
有多方面的维护作用， 主要表现为：
1、 提高机体对蛋白质的利用率， 有
利于儿童生长发育。 2、 维持正常视
觉， 防止夜盲症。 3、 维护上皮细胞
组织， 增强免疫力， 抵御多种疾病
病， 尤其对预防和减少冬季呼吸道疾
病作用显著。 4、 增强造血功能。

胡萝卜凉拌食用的吸收率低， 只
有 10%， 故而在烹饪制作上最好以
炖、 烧、 炒为宜， 如胡萝卜炖豆腐、
牛羊肉炖胡萝卜、 炒胡萝卜丝、 烧胡
萝卜片等。 另外， 在炖、 烧、 炒时最
好多放一点油， 因为胡萝卜素是脂溶
性物质， 在油脂中吸收率较高。

副主任医师 韩咏霞

������羊肉配生姜 、 鸭肉配山药
……其实 ， 各种肉类都有自己
的最佳搭档， 只要搭配得当， 即
可增强菜肴的食疗功效。

羊肉配生姜 羊肉可补气
血、 温肾阳， 生姜有止痛祛风湿
等作用， 同时生姜既能去腥膻
味， 又能助羊肉温阳祛寒之力。
二者搭配， 可治腰背冷痛、 四肢
风湿疼痛等症。

鸡肉配栗子 鸡肉补脾造血，
栗子健脾， 二者搭配利于营养
吸收， 人体造血机能也会随之
增强。 用老母鸡煨栗子， 营养味
美， 老幼皆宜。

鸭肉配山药 鸭子滋阴， 具
有消热止咳之功效 。 山药的补
阴功效更强， 与鸭肉同食， 可除
油腻， 补肺效果也更佳。

鱼肉配豆腐 鱼肉和豆腐都
是高蛋白食物， 但所含蛋白质
和氨基酸组成都不够合理 。 如
豆腐蛋白质缺乏蛋氨酸和赖氨
酸， 鱼肉蛋白质则缺乏苯丙氨
酸， 若将两种食物同吃， 即可取
长补短， 使蛋白质的组成趋于合
理。

王婷

������名扬四海的 “狗不理包子”
“扬州汤包” 等都以面粉作包子
皮， 而豆腐皮包子则少为人知，
其实在 《红楼梦》 第八回中就有
详细描述。 文中， 宝玉问晴雯：
“今儿我那边吃早饭， 有一碟豆
腐皮儿的包子， 我想着你爱吃，
和珍大奶奶要了 ， 只说我晚上
吃， 叫人送过来的。 你可见了没
有？” 这里说到的就是豆腐皮包
子。

制作豆腐皮包子时， 最好使
用新鲜的豆腐皮， 柔软适中， 豆
味清香。 干制豆腐皮则要用清水
泡软， 而后制成圆形包子皮。 具
体方法为： 豆腐经过加热再用小
火煮浆浓缩， 注意不要使浆液翻
滚， 应保持浆面平静。 在通风作
用下， 豆浆内层热外层凉， 富含
豆油的浆面自然凝固成薄膜。 将
凝固的薄膜用细竿揭出晾干， 便
成豆腐皮， 放在干燥室内充分干
燥即为干成品。

豆腐皮质量等级较多， 先揭
的一层色黄亮， 口味醇香， 为一
级品， 一般为制作豆腐皮的主要
原料。 以后揭的为灰黄色、 灰白
色， 逐渐降为二级品、 三级品。
豆腐皮经煮沸、 浓缩， 其消化吸
收率可提高到 96%， 与鱼、 肉、
蛋相媲美， 且不含胆固醇， 是高
蛋白、 高不饱和脂肪酸 、 低脂
肪、 低糖的理想营养食品， 亦可
作为高血压、 高血脂、 糖尿病患
者的理想早餐。

江太发

肉类的最佳搭档

“高蛋白、低脂肪”的
豆腐皮包子

冬吃胡萝卜防感冒 蔬菜和水果
不能相互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