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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营养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7357份银保通
用（加盖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单专用章）空白
单证号段，保单类型：保单-银保通用保单（三联）-
全辖-2014，单证类型代码：BD-YB01-01-14-01-3，

株洲中心支公司单证号段如下 （1763 份 ）：
1400700299-1400700300；1501299256-1501299500；
1400092065；1400092122-1400092130；1400092292-
1400092293；1400092296；1400092352；1400092402；
1400092420；1400092471-1400092473；1400092499-
1400092518；1400092675-1400092677；1400092679-
1400092680；1400092692-1400092699；1400092721-
1400092725；1400092727-1400092730；1400092737-
1400092740；1400092743-1400092750；1400092753-
1400092755；1400092760；1400092783-1400092790；
1400268401；1400092795-1400092800；1400092809；
1400092923；1400092931-1400092954；1400092989-
1400092990；1400098001-1400098020；1400098022-
1400098040；1400098092-1400098093；1400098107-
1400098110；1400098122；1400098126-1400098140；
1400098171-1400098173；1400098175-1400098176；
1400098192；1400098197；1400098225-1400098227；
1400098229；1400098232-1400098243；1400098253-
1400098254；1400098261-1400098263；1400098267-
1400098269；1400098371-1400098372；1400098430-
1400098448；1400098452-1400098453；1400098455-
1400098468；1400268021-1400268027；1400268029-
1400268030；1400268097-1400268100；1400268142；
1400268161-1400268165；1400268186-1400268190；
1400268252；1400268259-1400268270；1400268372-
1400268377；1400268379-1400268380； 1400268431-
1400268440；1400268442-1400268443；1400268445-
1400268467；1400268591-1400268592；1400268645；
1400268879；1400268861-1400268875；1400268902-
1400268905；1400268921；1400699766-1400699770；
1400700118；1400699803-1400699815；1400699823-
1400699835；1400699844-1400699845；1400699858-
1400699875；1400700027-1400700036； 1400700145-
1400700148；1400700150-1400700153；1400700196-
1400700198；1400700138；1400700252-1400700253；
1400700285-1400700288；1400700325-1400700326；
1400700495；1400700424-1400700425；1400700520；
1400700527-1400700530；1400700645-1400700646；
1400700724；1400700902-1400700903；1400700906-
1400700910；1400700971-1400700972；1400701058-
1400701075；1400701266-1400701270；1400701272；
1400701274-1400701275；1400701281-1400701285；

1400701821；1400701321 -1400701335；1400701366 -
1400701405；1400701460 -1400701465；1400701496 -
1400701505；1400701507 -1400701515；1400701616 -
1400701620；1400701624 -1400701630；1400701633 -
1400701650；1400701722 -1400701726；1400701732 -
1400701740；1400701984 -1400702010；1400726202 -
1400726250；1400726313 -1400726320；1400726738；
1400726834； 1400726939 -1400726940；1400741296 -
1400741305；1400726870；1400741345； 1400741357 -
1400741365；1400741369 -1400741370；1400741374 -
1400741380；1400741382 -1400741390；1400741350；
1400741396 -1400741410；1400741412 -1400741420；
1400741807；1400741429 -1400741430；1400741449 -
1400741450；1400741457 -1400741470；1400741474 -
1400741475；1400741531 -1400741540；1400741545 -
1400741557；1400741559 -1400741560；1400741671 -
1400741700；1400741797 -1400741802；1400741810；
1400741840；1400741959 -1400741960；1400742081；
1400742123；1400742130；1400742138； 1400742150 -
1400742160；1400742177 -1400742181；1400742183 -
1400742190；1400742145；1501298410 -1501298415；
1501298433；1501298438 -1501298450；1501298583 -
1501298600；1501298626 -1501298630；1501298651 -
1501298660；1501298815 -1501298910；1501298931 -
1501298940；1501298943 -1501298950；1501298957 -
1501298960；1501299037 -1501299045；1501299115；
1501299119；1501299121；1501299128 -1501299130；
1501299134 -1501299135；1501299170 -1501299175；
1501299518；1501299185 -1501299195；1501299223 -
1501299225；1501299228 -1501299230；1501299233 -
1501299235；1501299520；1501299681 -1501299690；
1501319378；1501319422；1501319435；1501319441 -
1501319445；1501319451 -1501319453；1501319466 -
1501319470；1501319483 -1501319495；1501319507 -
1501319525；1501319531 -1501319545；1502021317；
1502022001 -1502022055；1502022065；1502022136 -
1502022145；1502022147 -1502022150；1502022153 -
1502022160；1502022179 -1502022180；1502022187 -
1502022191； 1502022230 -1502022231；1502022242 -
1502022250；1502022271 -1502022300；1502022302 -
1502022520；1502022195。

郴 州 中 心 支 公 司 单 证 号 段 如 下 （613 份 ）：
1400090701；1400090712；1400256023；1400256305；
1400256679；1400256835；1400256907；1400256971；
1400256977；1400708670；1400708675；1400708761；
1400708788；1400708791；1400708950；1400708994；

1400709008；1400709014；1400709018；1400709021；
1400709367；1400709444；1400709566；1400709575；
1400709655；1400709782；1400710027；1400710059；
1400710126；1401346282；1401346380；1401346450；
1401346470；1401347383；1401347487；1401347707；
1401349285；1401349424；1401349490；1500417565；
1500417796；1500417925；1500418023；1501315046；
1400090662 -1400090663；1400256951 -1400256952；
1400708763 -1400708764；1400708767 -1400708768；
1401346112 -1401346113；1401346253 -1401346254；
1401346393 -1401346394；1500417659 -1500417660；
1400709098 -1400709100；1401346138 -1401346140；
1401346465 -1401346467；1401346498 -1401346500；
1401347566 -1401347568；1500417942 -1500417944；
1400704908 -1400704911；1401346442 -1401346445；
1401347392 -1401347395；1401349277 -1401349280；
1500418018 -1500418121；1502017567 -1502017570；
1400090669 -1400090673；1400090705 -1400090709；
1400090714 -1400090718；1400704896 -1400704900；
1400704902 -1400704906；1400709106 -1400709110；
1401346126 -1401346130；1401346176 -1401346180；
1401347341 -1401347345；1401349271 -1401349275；
1500417536 -1500417540；1400256529 -1400256534；
1401347915 -1401347920；1401349451 -1401349456；
1502017680 -1502017685；1401346508 -1401346514；
1401349131 -1401349137；1401349146 -1401349152；
1501315074 -1501315080；1400090933 -1400090940；
1400090943 -1400090950；1401346213 -1401346220；
1500418009 -1500418016；1400090552 -1400090560；
1400090922 -1400090930；1400090541 -1400090550；
1400704801 -1400704810；1400705191 -1400705200；
1401346071 -1401346080；1401347551 -1401347560；
1500417641 -1500417650；1500417721 -1500417730；
1401346520 -1401346530；1400090582 -1400090596；
1400256560 -1400256570；1400256778 -1400256792；
1401346535 -1401346550；1400256572 -1400256589；
1401346291 -1401346310；1502017641 -1502017665；
1400704913 -1400704940；1401349051 -1401349100；
1401347716-1401347790。

常德中心支公司单证号段如下（2098份）： 1400091024，
1400091136，1400091288，1400091450，1400091711，
1400257492，1400257499，1400257660，1400257938，
1400258471，1400259140，1400259228，1400259298，
1400259351，1400259571，1400259710，1400721292，
1400721405，1400721512，1400721537，1400721878，
1400721909，1400722006，1400722171，1400722611，

1400723527，1400723557，1400723565，1400724305，
1400724337，1400724351，1400724367，1400724387，
1400724573，1400724766，1400724779，1400724885，
1400724955，1400725015，1400722887，1500402601，
1500402605，1500402805，1500402817，1500402845，
1500403050，1500403123，1500403270，1500404006，
1500404202，1500404389，1500404789，1500404881，
1500405034，1500405246，1501294837，1501302420，
1501302902，1501302906，1501302970，1501303135，
1501303370，1501303580，1501303585，1501303804，
1501303863，1600055831，1600055879，1600055895，
1600057150，1600057185，1600057467，1600057473，
1400091659 -1400091660，1400258049 -1400258050，
1400721967 -1400722897，1400723689 -1400723690，
1400723749 -1400723750，1500402779 -1500402780，
1500402839 -1500402840，1500403113 -1500403114，
1500404959 -1500404960，1501294444 -1501294445，
1501301929 -1501301930，1501302964 -1501302965，
1501303367 -1501303368，1501303870 -1501303871，
1600055189 -1600055190，1600055225 -1600055226，
1600055254 -1600055255，1600055954 -1600055955，
1600057404 -1600057405，1600057407 -1600057408，
1400257913 -1400257915，1400258041 -1400258043，
1400721288 -1400721290，1400723633 -1400723635，
1500402593 -500402595，1500402713 -1500402715，
1500402813 -1500402815，1500403118 -1500403120，
1501302048 -1501302050，1501303143 -1501303145，
1501303820 -1501303822，1501303858 -1501303860，
1600055174 -1600055176，1600055183 -1600055185，
1600055245 -1600055247，1600055928 -1600055930，
1600056278 -1600056280，1400257922 -1400257925，
1400258052 -1400258055，1400723652 -1400723655，
1500403527 -1500403530，1501301127 -1501301130，
1501302953 -1501302956，1501303067 -1501303070，
1600055022 -1600055025，1600055232 -1600055235，
1600055312 -1600055315，1600055817 -1600055820，
1600055872 -1600055875，1400258928 -1400258932，
1400259216 -1400259220，1400721266 -1400721270，
1400723641 -1400723645，1500403071 -1500403075，
1500403099 -1500403103，1500403906 -1500403910，
1501294454 -1501294458，1501302958 -1501302962，
1600055291 -1600055295，1600056266 -1600056270，
1400725030 -1400725035，1500402570 -1500402575，
1500403090 -1500403095，1500403490 -1500403495，
1501301195 -1501301200，1501302495 -1501302500，
1501303715-1501303720，1600055800-1600055805，

遗失声明

������天气越来越冷， 暖暖的汤饮成
了不少市民的心头好， 今天我们就
来谈谈煲鸡汤的事儿。 鸡汤， 自古
以来就被认为是营养滋补的佳品 。
中医认为， 鸡肉有温中益气， 补虚
填精， 益五脏， 健脾胃， 强筋骨之
功效， 适用于营养不良、 畏寒怕冷、
神疲乏力、 月经不调、 产后缺奶等
人群。

鸡肉经煲汤后， 部分可溶性的
营养成分会溶入汤中， 如游离氨基
酸、 小肽、 肌酸、 B 族维生素及部
分矿物质等， 对病后虚弱、 肠胃功
能低下者可起到快速改善食欲、 提
高消化能力的作用 。 有研究显示 ，
喝鸡汤可以缓解感冒症状， 对于吞
咽困难不能进食者可提供肠内营养
支持， 还有振奋精神、 治疗抑郁等
功能 ， 特别是乌鸡汤 ， 有抗氧化 、
提高免疫力、 防癌等功能。

那应该如何煲一盅美味鸡汤呢？
如果你只是想喝一碗最简单的原味
鸡汤， 则用最基本的葱姜蒜、 料酒、
食盐即可。 但若想赋予鸡汤更好的
食疗补益效果， 可加些我们传统的
煲汤辅料来助力， 如黄芪补气， 当
归补血， 枸杞子明目。 下面就介绍
下这款 “气血双补鸡汤” 的做法：

1. 去内脏鲜鸡或冷鲜鸡一只或
半只约 1 千克， 切成拇指长大小方
块；

2. 烧一锅沸水， 把切块鸡肉入
沸水中煮约 3 分钟去血沫；

3. 捞出鸡块入瓦罐或砂锅， 加
入姜蒜 、 料酒 、 黄芪 1 把 （约 50
克）、 当归 1 小撮 （约 10 克）， 枸杞
子 1 撮， 红枣四五颗， 加冷水没过

鸡肉；
4. 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烧一个半

小时， 若想风味浓郁可以小火煲 3
小时；

5. 关火前加葱、 食盐调味即可。
若用的是老母鸡等肉比较柴的

鸡， 烹制前可以用约 5%的醋对鸡肉
进行 3 小时的腌制嫩化处理； 若用
高压锅烹调时间可以减半， 但瓦罐
比高压锅和电磁炉煲汤味道更鲜美；
冷水煲汤和晚放盐更有利于营养成
分的溶出； 当归不可多放， 否则易
破坏汤的美味； 小火煲 3 小时左右，
汤中的营养物质溶出基本已达到最
大。 如此， 一盅营养美味的鸡汤就
出炉了。

不过， 汤煲得再久再美味， 鸡
肉中残留的营养素含量还是比鸡汤
中高，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
除了喝汤也建议吃肉。 如果觉得煲
汤后的肉寡淡无味， 也可捞出后加
料重新炒制成一盘新菜。

另外还需注意， 对于肥胖、 三
高和孕妇， 最好把鸡汤中的浮油刮
去后饮用， 高血压患者汤中最好不
要放盐， 避免盐摄入过量。 去掉鸡
汤中油脂的方法很简单， 低温下油
脂会凝固于表面， 汤煲好冷却后放
冰箱冷藏两三小时就很容易分离开。
刮出的油脂不要丢弃， 因为其中主
要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 也是很好
的食用油， 可用于做油煮蔬菜。 油
煮蔬菜的做法是在锅中放一小碗水，
水开后加鸡油， 再加蔬菜， 这样煮
出的蔬菜味道同样鲜美且尽可能地
保留了其营养素， 还不受油烟之害。

国家公共营养师 龚庆芳

天冷了，
学会煲美味暖身的鸡汤 ������文艺范儿、 高冷范儿、 男神

范儿、 女神范儿……去年各种范
儿都火了一把。 那你知道最近火
的又是什么范儿吗？ 看着朋友圈
里各种健身房自拍、 运动打卡，
你一定就秒懂啦。 没错！ 现在最
火的就是健康范儿！ 不过健康
范儿可不是简单的健个身或者跑
个步， 从吃到穿到动， 以至日常
的工作和出行。 健康已经成为了
他们的一种习惯。

今天， 小编就从吃上给大家
讲讲， 怎么做个健康范儿的 “吃
货” 吧！

知 己
了解自己的身体需要

想打造健康范儿， 第一件事
就是要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东西。
人的一天到底该摄入多少营养
素？ 多少盐分？ 多少糖分？ ……
这些问题可不能靠拍脑袋， 一定
要有 “秘笈” 在手! 《居民膳食
指南》 就可以帮到你！ 《指南》
对我们每天吃什么、 吃多少都有
了更加科学、 明确的建议， 比如
每天的膳食应包括谷薯类、 蔬菜
水果类、 肉禽鱼蛋奶类、 大豆坚
果类等食物 ； 每天平均摄入 12
种以上食物 ， 每周 25 种以上 ；
每天摄入食盐不超过 6 克、 添加
糖不超过 50 克。 了解到这些信
息， 我们心里也就更有底气啦！

知 彼
买东西学会看能量表

手握 “秘笈”， 你半只脚已
经跨入健康范儿的圈子 。 不过
“知己” 还不够， 还要了解你选

择的食物。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
选购食品时养成阅读成分标签的
习惯。 其实现在不少品牌都会在
产品的外包装上,标注各类营养成
分的含量或占比， 方便消费者参
考。 所以下次再去超市的时候，
无论是选购日常食材还是零食饮
料， 一定要记得先看外包装上的
营养成分表， 做个 “懂行” 的美
食家。

智 选
合理搭配，

做到健康、美食两不误

学会了 “知己”、 “知彼”，
最后就到了做决定的时刻啦！ 其
实安排饮食也讲究个理性和 “巧
劲儿”。 合理搭配饮食， 很多食
物是可以伴随你的健康生活。 举
个例子， 很多人都喜欢喝汽水，
因为它不仅美味还能带给你快乐
畅爽的体验； 可有些人又常常担
心汽水里的糖分会带来健康负
担 。 其实我们可以选择 “众乐
乐 ” ———与好友一同分享的方
式， 饱口福的同时也可以控制糖
的摄入量； 或者你还可以选择无
糖、 低糖的汽水来满足自己对于
甜蜜气泡和畅爽的 “小欲望 ”。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其他食品，
大家一起分享， 或是点一份小量
来适度满足， 很多方式都可以让
你做到美味与健康同享。 归根结
底， 没有所谓 “垃圾食品”， 只
有不健康的搭配和食用方式。 在
“知己” 和 “知彼” 之外， 多一
分理性克制， “吃货” 完全也可
以拥有健康范儿啊！

木子

三步走，打造健康范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