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气寒冷， 下面特别给大
家推荐一道温阳驱寒茶 。 食
材： 干姜 10 克， 当归 10 克，
红枣 7 枚， 干桂圆 10 枚， 银
耳 10 克， 枸杞 20 克， 红糖适
量 （依个人口感 ， 也可以不
放）。 这款药膳可以起到温暖
五脏、 散寒化瘀、 健脾暖胃、
养心安神、 补益肝肾、 调经暖
宫等功效， 特别适合冬天阳虚
怕冷、 四肢冰凉、 脾胃虚寒所
致胃寒胃痛、 腹泻便溏、 感寒
即咳、 久咳、 痛经宫寒及产后
调理等人群。 需要注意的是，
阴虚、 易上火体质者慎服。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心血管科主任医师 李志

对于高血压患者而言， 控制饮
食中食盐的用量， 对疾病防治十分
关键。 虽然不少患者已经开始注意
控制菜肴的用盐量， 但对于一些副
食却容易忽视。 其中， 火腿肉就是
一种最容易忽视的高钠食品。

火腿一般通过盐腌， 再经过火
烤或烟熏制成 ， 据统计， 100 克火

腿里大约含有 2~5 克盐 ， 也就是
说， 食用两根拇指粗细的火腿， 就
达到或超过了人体一天所需的摄盐
量。

除了火腿之外， 裙带菜、 虾酱、
腊鹅、 豆干、 蜜饯等含钠量也很高，
高血压患者也要谨慎食用。

邓万祥

������肝癌是我国临床上较为常见的
恶性肿瘤， 其发病后建议尽早展开
治疗。 与此同时， 采取一些有效良
好的饮食保健法， 对肝癌介入术后
的康复有一定促进作用。

平衡饮食 肝癌患者消耗较大，
能否维持体重是衡量患者营养状况
好坏的最简单方法。 要使体重维持
正常水平， 应保持平衡膳食， 多食
新鲜蔬菜。

低脂饮食 肝癌患者进食量少、
食欲差， 如果没有足够量的平衡膳
食， 必须提高膳食热量和进食易于
消化吸收的脂肪、 甜食， 如植物油、

蜂蜜等。 此外， 低脂饮食还可减轻
患者恶心、 呕吐、 腹胀等症状。

吃优质蛋白质 肝癌患者应多吃
富含蛋白质的食物， 尤其是优质蛋
白质， 如瘦肉、 蛋类、 豆类、 奶类
等。 但在肝癌晚期肝功能不好时 ，
要控制蛋白质摄入， 以免诱发肝性
脑病。

多吃新鲜蔬果 维生素 A、 C、
E、 K 等都有一定的辅助抗肿瘤作
用。 维 C 主要存在于新鲜蔬果中 。
胡萝卜素进入人体后可转化为维 A，
所以肝癌患者应多吃动物肝脏、 胡
萝卜、 菜花、 白菜、 大枣等。 同时

还应多吃萝卜、 南瓜、 芦笋、 苹果、
猕猴桃等。

吃易消化食物 肝癌患者多有食
欲减退、 恶心、 腹胀等消化不良症
状， 故应进食易消化食物， 如酸梅
汁 、 鲜橘汁 、 面条汤 、 小米粥等 ，
以助消化止痛， 进食切勿过凉、 过
热、 过饱、 过油腻。

吃益气养血食物 肝癌术后患者
多因伤及气血而致全身乏力、 四肢
酸软、 纳差自汗等， 应以益气养血
为主 。 可食用鲫鱼 、 乌鸡 、 人参 、
桂圆、 银耳、 甲鱼等。

长沙市中心医院主治医师 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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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营养

不同海鲜营养如何？

海鲜按照种类可以分为鱼、 虾、
蟹、 贝， 它们都是优质蛋白的良好
来源， 其中鱼、 虾的蛋白含量约在
15%～24%之间 （与畜禽肉含量相
当）， 蟹、 贝的蛋白含量约在 5%～
15%。

海鲜的脂肪含量在 1%～10%之
间， 该含量低于畜禽肉， 很适合减
肥者， 且主要以多不饱和脂肪酸二
十碳五烯酸 （EPA）、 二十二碳六烯
酸 （DHA） 为主， 有利于降低心脑
血管疾病风险， 也利于视力和大脑
健康。 金枪鱼、 三文鱼、 鳕鱼、 鲱
鱼、 秋刀鱼等 EPA、 DHA 含量尤为
丰富。

海鲜除了具有高蛋白低脂肪的
营养优势外， 铁、 锌的含量也很丰
富。 锌含量最丰富的海鲜是贝类 ，
其中锌含量超过 9 毫克/100 克的有
扇贝、 赤贝、 牡蛎等， 学龄前儿童、
孕妇及乳母比较容易缺锌， 建议多
吃点。 铁含量达到 10 毫克/100 克以
上的海鲜有蛏子、 蛤蜊 、 海参等 。
吃 50 克即可达到女性铁推荐摄入量

的 1/4 以上。

怎样烹调最营养？

烹调方式中营养保留最好的方
式是蒸， 其与水接触少， 可减少 B
族维生素等可溶性营养素的损失 ；
除了蒸还可以煮、 白灼， 三者与煎
炸烤相比都属于低温烹调， 可减少
EPA 和 DHA 的氧化损失及杂环胺等
致癌物的产生； 此外海鲜新不新鲜，
采用清蒸、 水煮、 白灼的方法也很
容易判断。

如果采用爆炒的烹调方式， 建
议先将海鲜用沸水焯 2 分钟， 这样
除了能减少烹调时间和营养素流失
外， 还能去掉贝壳类海产品的部分
泥沙。

自助餐或日料里常常有冰镇的
生海鲜， 其实直接生吃未必营养 ，
如三文鱼、 金枪鱼等体内含有分解
维 B1 的酶， 长期大量吃容易引起维
B1 缺乏。

吃海鲜有何注意事项？

中国居民膳食宝塔建议成年人
每天吃 40～75 克水产品， 如小黄鱼

3 条、 普通青虾 8 个、 蛏子 14 个均
为 75 克。 每天能吃到这么多水产品
最好， 如果做不到每天吃， 也可以
每周吃 2～3 次， 每次稍微多吃点。

购买海鲜建议选择大型商超 ，
另外要掌握一些挑选技巧， 如果闻
起来有异味， 肚子鼓起来说明不太
新鲜； 虾的身子和尾巴直溜溜的说
明不太新鲜； 贝壳类海鲜如果敲击
没有任何反应也可能不新鲜。

吃自助餐时， 生食冰镇海鲜更
要注意安全。 首先要选择高品质的
餐厅， 另外要选择有保鲜膜覆盖或
有密封盖子盖着， 且放在食用冰上
的海鲜。 最好选择厨师刚放到冰上
的海鲜， 以免冰镇海鲜在食用冰上
放置时间太久而被微生物污染， 引
起食物中毒。

痛风患者能否吃海鲜 ？ 其实 ，
不是所有海产品痛风患者都不能吃。
痛风急性发作时建议避免所有的海
鲜， 平时缓解期可以吃鳕鱼、 鲑鱼、
大比目鱼、 虾、 螃蟹等嘌呤含量不
太高的海鲜。 每天吃的量不超过 75
克， 尽量不喝鱼汤就好。

国家注册营养师 谷传玲

去广东旅游 ， 饭后服务
员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甜点。
尝一口 ， 姜汁的辛辣中和在
美味醇厚的奶香中 ， 甜味和
着清新的姜香十分可口 ， 向
服务员一打听 ， 才知道这就
是番禺著名的美食———姜撞
奶。

姜撞奶的口感类似于豆
腐花 ， 嫩滑爽口 ， 但较之豆
腐花又更加香甜嫩滑 ， 风味
别致又营养丰富。 生姜味辛，
性微温， 具有发汗解表、 温中
止呕 、 温肺止咳 、 解毒的功
效， 对降血脂、 血压， 防止血
栓形成及心肌梗死等有疗效，
而牛奶不仅可以美容 ， 更是
保健的营养佳品 。 因此经常
食用姜撞奶能强身健体。

做姜撞奶的原料很简单：
老姜 20 克 ， 纯鲜特浓牛奶
300 毫升， 白砂糖 15 克， 姜
要用老姜 ， 因为老姜丰富的
淀粉含量有利于牛奶凝结。

具体做法是： 首先， 往奶
锅中倒入纯牛奶 ， 把白砂糖
倒入奶中 ， 开小火将牛奶加
热至 80℃左右。 在加热期间，
不时用小勺搅拌 ， 使糖和牛
奶充分融合。 熬制牛奶期间，
称取 20 克老姜， 用清水洗净，
用擦蓉器将老姜擦成姜蓉 。
取一只碗 ， 上面铺上笼布 ，
把姜蓉放在笼布上挤出姜汁，
挤好约一汤匙的姜汁放进干
净碗里 ， 再将 80℃的牛奶从
高处迅速倒入有姜汁的碗中，
动作一定要快 ， 要有冲得翻
滚的感觉 ， 这样姜汁和牛奶
才能充分接触 。 最后 ， 把冲
好的奶静置 5 至 8 分钟， 不要
搅拌 。 放置一会儿后就会看
到嫩黄嫩黄 、 像嫩豆腐一样
的姜撞奶了。

在寒冷的冬天 ， 吃一碗
热气腾腾的姜撞奶 ， 清新甜
美的滋味似一股暖流 ， 激扬
着全身的每个细胞 ， 让人轻
松而温暖。

刘希

广东美食———
暖身滋补姜撞奶

会 吃 更 健 康
�������如今， 发达的物流和保鲜技术， 让远离大海
的内陆消费者， 天天都能吃上美味的海鲜， 不
仅如此， 一些大型超市还推出了海鲜现买现做
的服务， 鱼、 虾、 贝等各种海鲜配上白灼、 清
蒸、 爆炒、 烧烤等烹调方式任君选， 加工十几分
钟就开吃， 方便极了。 各种海鲜的营养如何？
怎样烹调最营养？ 生吃是否安全？ 每天吃多少
合适呢？ 下面我们就来谈谈这些问题。

超市海鲜现买现做惹人馋

天冷，
来杯温阳驱寒茶

肝癌患者 饮食保健促康复

血压高 少吃火腿等高钠食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