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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健康资讯 关注湘健频道
本报微信号： dzws001

������本报讯 （魏闻） 过年啦， 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
所等机构专家， 根据国人在电商
平台上的食品消费大数据， 发布
了精准的节日饮食建议。

坚果好吃别过量
大数据显示， 在食品类的年

货消费上， 零食坚果消费量最
大。 专家提醒， 坚果可作为佐餐
或零食食用， 是非常好的节日食
品， 但不宜超量食用。 坚果含有
多种不饱和脂肪酸、 蛋白质、 矿
物质、 维生素 E 和 B， 适量食用
有益健康； 同时， 坚果属于高能
量食物。 推荐每天摄入 10 克左
右 （果仁部分）， 如摄入超量，
则应注意控制总能量摄入； 最好
选用原味的坚果。 因为加工过程
中通常会带入较多的盐、 糖和油
脂； 可选择独立小包装坚果， 便
于储存并控制每日摄入量。

选择肉类有讲究
专家建议， 选择和食用肉

类， 应注意种类和食用量。 “四
条腿的不如两条腿的， 两条腿的

不如没有腿的” 这句俗话是很有
道理的。 鱼虾类脂肪含量低， 且
含有较多不饱和脂肪酸； 禽类脂
肪含量也较低， 其脂肪酸组成也
优于畜类脂肪； 其次是畜类瘦
肉， 脂肪含量低， 铁含量丰富；
应控制肥肉摄入； 成人每日推荐
摄入的畜禽肉和鱼虾均为 40 克
至 75 克； 春节期间聚餐多， 应
注意荤素搭配。 摄入过多肉类
（蛋白质）， 易造成代谢负担甚至
导致高尿酸、 痛风等症状； 冷冻
肉类、 水产长期储存会导致水分
流失、 口感变差， 建议适量采
购， 不要囤积； 少吃肥肉、 烟熏
和腌制肉制品。

蔬菜水果一起爱
专家提醒， 虽然蔬菜、 水果

是节日必备， 但我国居民蔬菜摄
入量逐年下降， 水果摄入量仍处
于较低水平， 应注意调整膳食结
构， 增加这几类蔬果的摄入： 成
人每日摄入水果 200 克至 350
克， 摄入蔬菜 300 克至 500 克，
且建议种类多样化； 喝果汁不如

吃新鲜水果。
谷物为主粗细配

专家特意提示， 节日期间，
应当注重谷类食物摄入， 同时每
天都摄入杂豆、 薯类食物。 成人
每日推荐摄入谷薯类食物 250 克
至 400 克， 其中全谷物和杂豆类
50克至 150克， 薯类 50克至 100
克。 与精制谷物相比， 全谷物含
有谷物全部的天然营养成分， 如
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E、 矿物质、 不饱和脂肪酸等植
物化学物， 对健康更为有利。

拒绝油腻重口味
专家建议， 节日期间， 你休

息了， 也要照顾一下自己的胃、
肠、 肝、 胆、 肾， 尽量避免或控
制高油、 盐、 糖的 “重口味” 食
物的选择和摄入。 选择食物时，
应特别注意食物中油、 盐、 糖的
含量， 养成清淡的饮食习惯； 成
人每天食盐不超过 6 克； 烹调油
用量在 25 克到 30 克之间； 添加
糖每天摄入不超过 50克， 最好在
25克以下。

过年美食多 会吃更健康

启 事

�������2月 5日，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为营造欢乐、 祥和、 温馨的节日气氛， 让全院职工感受大家庭的
温暖， 经过精心组织与策划， 特举办第五届饺子文化节， 并邀请 3位书法家到现场为各组创意需要，
书写“迎新年、 送万福” 春联， 为饺子文化节增添文化气息。 本报通讯员 段斌 摄影报道

迎新年饺子文化节

“湘妹子”捐髓救美国患者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谭
孝 袁轩） 2 月 6 日， 中南大学湘雅
二医院血液内科造血干细胞采集室
里， 90 后姑娘易善 （化名） 正在接
受造血干细胞采集。 一天后， 她的
“生命种子” 将搭乘国际航班， 去往
大洋彼岸的美国马里兰， 救治一位
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 据悉， 这是
全国首例在湘采集的涉外 (美国) 造
血干细胞捐献， 也是中南大学湘雅
二医院成为非血缘造血干细胞采集
医院后首例采集。

1991 年出生的易善， 是湖南长
沙人， 2011 年 9 月加入中华骨髓库，
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2017
年上半年， 她的造血干细胞样本与一
位美国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配型成
功， 易善答应了捐赠， 上月底， 经高
分辨检测和体检筛查合格， 并于几天
前， 来湘雅二医院进行相关准备。

采集完成后， 中华骨髓库湖南
分库、 湘雅二医院向来华接髓的美
国志愿者移交造血干细胞血样。 双
方签署并交接相关医学报告、 交接
单、 移交出入境审批单等。 血样装
箱后， 捐献者易善委托外方工作人
员转达了对患者的问候和祝福。

据了解， 造血干细胞移植是目
前临床上治疗白血病、 重症地中海
贫血等疾病的有效治疗手段， 但目
前中华骨髓库入库数量还是远远满
足不了血液病患者的需求。 湖南省
血液中心/长沙血液中心党委书记刘
艳呼吁， 年龄在 18-45 周岁、 身体
健康 （符合献血条件） 的公民在献
血车、 献血站或地市红十字会都可
以加入中华骨髓库， 成为造血干细
胞志愿捐献者。

�������按国务院放
假规定， 春节期
间， 本报休刊，
2 月 27 日恢复正
常出报。 祝广大
读者新春愉快、
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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