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⑦

健康吃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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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春节是热闹而祥和的。
一跨进腊月， 各种过年的准备就
开始了， 家家户户打糍粑则是最
热闹的重头戏。

糍粑圆圆扁扁 ， 白白嫩嫩 ，
是一种糯米绿色食品， 口感细腻
爽滑， 并伴着一股别样的谷物芬
芳， 令人惬意舒畅。 乡亲们把它
作为吉祥如意、 五谷丰登的象征。
打糍粑看起来简单， 制作工艺却
很繁琐。 一般是头天晚上将上等
的糯米淘洗浸泡， 第二天把糯米
滤干水， 放入木甑子 （一种木制
的蒸饭大桶） 蒸熟； 之后马上倒

进约有上百斤重的石臼， 四名男
子各手握一根茶木槌， 一上一下，
交错用力， 经过几十次翻扒、 捶
打， 糯米饭变成了黏糊糊的一团，
就可以收槌了。

打好的糯米团抬放到涂抹了
一层食物油的案板上， 女人们手
忙脚乱地把米团从木槌上撕下来，
趁热揪成块， 放在手里， 左手拇
指与食指做成圆圈， 然后用力一
掐， 只听得 “噗” 的一声 ， 右手
顺势一捏， 一只亮晶晶、 光灿灿
的糍粑就滚落在案板上， 待全部
捏好后， 在案板上压扁， 一个个

糍粑就做成了。
天冷时， 一家人围坐在火盆旁

烤火时， 可以把糍粑用小火慢慢
烤， 轮流翻边， 看着它一点点胀大
鼓起来， 用筷子轻轻捅一下， 把适
量红糖放到小泡泡里， 再多烤一阵
便焦黄焦黄的， 屋内飘满淡淡的清
香， 馋得人直流口水。 有时， 我们
还喜欢扯下表面那层黄灿灿、 香脆
脆的锅巴， 裹上鱼冻， 满满的一
口， 则另有一番风味， 就像那温馨
的年味般地， 绵软醇香， 令人回味
无穷。

钟芳

������我们先看饺子。 不少人觉得
饺子是十分营养的食物， 有谷物、
蔬菜还有肉， 有创意的朋友还会
用各种蔬菜汁和面， 做出五颜六
色的饺子。 其实， 在大多数情况
下， 饺子存在营养不平衡的问题。
首先， 饺子的谷物含量相对较低。
都说皮薄馅多的饺子才好吃， 也
正因如此， 谷物类食物摄入明显
不足。 其次， 脂肪含量较多。 为
了吃起来更香， 我们通常会选择
比较肥的肉馅， 再用大量油调味，
由此馅中含有大量的脂肪， 如果
是纯肉馅的饺子脂肪含量就更多，
食物摄入就更不平衡了 。 再次 ，
矿物质、 维生素流失较多。 我们
在制作饺子馅时， 蔬菜不仅被切
碎、 剁碎， 还要加盐腌一下， 然
后挤去菜汁， 这样一来 B 族维生
素等水溶性维生素和矿物质就随
着渗出的菜汁被丢弃了。

作为年夜饭中的一道年味食
物， 饺子要想吃得营养健康， 就
需要改变饺子馅中蔬菜和肉的比
例 ， 其比例最好能够达到 1： 1，
甚至蔬菜的比例再多些或制成全
素馅； 在馅料的选择上， 如果一
定要吃肉馅水饺， 那最好选择瘦
肉， 少肥肉， 以减少饱和脂肪的
摄入， 可以多添加一些蘑菇、 木
耳、 芹菜、 绿叶菜等富含膳食纤
维的原料； 另外， 调馅的调料应
少油少盐少酱， 清淡为宜。

再来看年糕， 年糕通常用糯
米、 糯米粉或大黄米为主要原料
经过蒸熟压制而成 ， 软糯香甜 ，
让人意犹未尽。 其加工工艺低温
烹调， 营养素损失较少， 但是热
量较高， 是米饭的数倍， 且为支
链淀粉， 在胃里的消化速度比较
快， 餐后血糖生成指数很高， 这
样就不适合血糖偏高的人食用 。
年糕不仅是小吃， 更是主食， 不
管是正餐还是加餐来吃， 都需要
算入全天摄入的总热量， 相应减
少一部分米饭、 馒头、 面条等食
物的摄入量 。 如果用来做菜吃 ，
也要相应减少其他主食的摄入量，
这样才有助于控制体重。 在吃年
糕时， 可以搭配一些凉拌蔬菜或
富含蛋白质的食物， 减轻或避免
摄入过多年糕导致的胃部不适。

汤圆在过年时也是必不可少
的食物。 它是以糯米为皮， 加入
糖、 芝麻、 花生、 坚果等高脂肪
馅料制成的食物， 不仅含有大量
淀粉、 糖分， 也含有大量脂肪。

糖分、 脂肪过多本身就不是
好事， 尤其在肥肉厚酒的过年期
间更是有害无利。 作为过年的习
俗， 不吃总觉得少点啥， 那吃汤
圆就要讲究方法 。 首先 ， 通常 3
个汤圆相当于 1 两主食， 因此在
食用汤圆时， 应适量减少其他主
食的摄入量， 其总摄入量也最好
控制在 5～6 个左右， 以免造成肠
胃负担 。 其次 ， 吃汤圆的时候 ，
当餐应少食用脂肪和热量高的食
物， 尽可能清淡些。 对于糖尿病
患者来说， 汤圆中的糯米粉升高
血糖的能力很高， 应慎选。 最后，
汤圆最好热着吃， 凉汤圆不容易
消化， 由于糯米会刺激胃酸产生，
因此消化不良和胃溃疡的人要控
制食欲。

美食虽好， 但若每天都无节
制地吃喝玩乐， 难免会伤身。 去
繁就简 、 食物多样 、 量少而精 、
科学饮食， 才能过个团圆健康年！

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 常慧
（《健康吃喝过大年》 系列完）

������立春的民俗很多， 普及最广
的就是 “咬春” 了， 素有北方春
饼， 南方春卷之说。 下面给大家
介绍五彩春饼的做法 ， 咬出健
康， 咬出美味。

食材 ： 菠菜 、 南瓜 、 胡萝
卜、 紫薯、 全麦面粉。

做法：
1. 将菠菜、 胡萝卜洗净， 加

适量水生榨成汁， 紫薯、 南瓜蒸
熟后加水榨成汁。

2. 各种蔬菜汁分别与全麦面
粉充分融合， 搅拌揉搓成软硬适
中的面团 ， 用保鲜膜包好静置
20 分钟左右。

3. 将醒发好的面团均匀分成
几份 ， 擀成形状大小相同的饼
状， 饼饼相摞， 中间涂抹少量食
用油防止粘连。

4. 最后再一起擀成一张薄
饼。 放入上汽的蒸锅内， 蒸 15
分钟即可出锅。

蒸的春饼更健康哦， 同时还
可以搭配烤鸭、 鸡蛋、 豆芽、 青
红黄椒、 胡萝卜丝、 小葱等， 咬
一口都是满满的春味道。

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 张林瑞

������新年就要来临了， 今天给大
家介绍一款甜点———紫薯草莓大
福 ， 美味又营养 ， 适合过年享
用。

食材： 紫薯， 草莓， 椰蓉，
白糖少许。

做法：
1. 紫薯去皮， 切薄片， 蒸熟

（以筷子能轻易穿透为准） 放入
盆中， 根据自己的喜好， 放入适
量白糖 ， 用勺子将紫薯按压成
泥， 搅匀 （如果太干可适量加点
酸奶或牛奶搅匀， 不要加太多，
要确保后期包得住草莓）。

2. 草莓洗净去蒂， 取适量紫
薯泥， 按压成中间厚周边薄的形
状， 放入草莓， 封口搓圆。

3. 将紫薯草莓放入椰蓉中，
均匀沾上一层即可， 如果紫薯太
干， 可先沾上一层酸奶， 再裹上
椰蓉。

国家公共营养师 宁继艳

五彩春饼

新年健康小甜点———
紫薯草莓大福

�������春节到， 团圆到。 每到春
节， 人们都会食用象征着团圆的
年糕、 汤圆、 饺子等年味食物。
具体而言， 怎样吃更健康呢？

年糕、汤圆、饺子……

这些年味食物 会吃才营养健康

乡村年味糍粑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