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血压患者
饮食宜“高钾低钠”

������常有人问， 如果穿越到古
代， 你最愿意回到哪个朝代？
我说， 当然是宋朝， 因为宋朝
美食丰盛， 文人吃货也很多。

我最为欣赏的是苏东坡。
苏东坡的一生， 是与诗词美食
相约的一生。 东坡肉、 东坡肘
子、 东坡鱼、 东坡豆腐、 东坡
腿、 东坡芽脍、 东坡豆花、 玉
糁羹……和 “超级吃货” 苏东
坡有关的美食， 就有上百种。

在宋朝 ， 还有一个美食
家， 他叫林洪， 考中进士， 善
诗文书画。 林洪爱吃， 每到一
地， 顾不得旅途风尘， 先去当
地馆子里尝尝鲜， 吃了还要用
文字记载， 《山家清供》 就是
这样一本专门写吃的著作。 书
里有一道美食， 叫菊花金饭。
看看怎么个做法？ 菊花飘香的
金秋时节 ， 采摘下黄菊的花

头， 用甘草汤和盐少许焯熟，
洒在半熟的米饭上同煮， 一碗
颜色鲜艳、 香气袭人的菊花金
饭就做成了。 手持一册 《山家
清供》， 照着里面的文字描述
便可做菜。

陆游， 这个忧国忧民的悲
愤诗人， 居然也是一个典型的
“吃货”。 在他的诗词里， 我们
可以看到诸多美食的影子： 橙
汁调和的猪排骨、 花椒调味的
白鹅、 质地甘脆的笋尖、 用莼
花丝做的莼羹、 以山中素菜制
作的甜羹……陆游写美食的诗
词， 足足有上百首， 其中有不
少是对于饮食的独到见解， 完
全可以出一本专著了。

感谢古人的文字记载， 让
我对古代美食有了浓烈的相
思。

雨凡

������马齿苋， 别名长命草， 一般生长在乡下
的菜地和田野边， 有清热利湿、 解毒消肿、
止渴利尿、 降 “三高” 等作用。 夏天到了，
自己动手做一餐马齿苋饼片品尝， 绝对是一
道消夏美味。

原料： 新鲜马齿苋 250 克， 莜面 （或面
粉） 70 克。

蘸料： 醋、 蒜泥、 黄瓜丝、 香油调汁，
如果配上油泼辣子， 味道更好， 也可根据自
己的口味而定。

步骤： 面盆里放莜面， 加入少许的盐一
起搅拌， 接着用手轻轻地把切碎的马齿苋和
莜面揉搓均匀放在一旁， 等大约 1 小时后，
盐浸入碎马齿苋里产生出一些黏液时， 再用
手揉搓 2 分钟左右， 用劲捏成一个个的小菜
团儿， 然后用掌心把小菜团儿挤压成约一指
厚的菜饼子， 上锅蒸 20 分钟， 出锅待凉时，
再切成薄饼片即可食用。 用马齿苋饼片蘸着
配制好的蘸料慢慢地品尝， 真是清香可口。

牛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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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营养

什么是健康体重？

体重与机体健康不仅关系密切，
也是客观评价人体营养和健康状况
的重要指标。 通常我们使用体质指
数 （Body Mass Index， BMI） 来衡量
健康体重。 该指数与体脂含量密切
相关， 是判断人体胖瘦程度的一项
重要指标。

体质指数 （BMI） =体重 （kg）
÷身高 （m2）。 我国健康成年人 BMI
的正常范围为 18.5～23.9， ＜18.5 为
营养不良， ≥24 为超重， ≥28 为肥
胖 。 65 岁以上老年人的 BMI 可略
高 ， 应 不 低 于 20， 最 高 不 超 过
26.9。 除了运动员等体内肌肉比例
比较高的人外， 对大多数人而言 ，
BMI 增加可反映体内脂肪含量的增
加。

在探讨中国成年人 BMI 与主要
慢性病死亡风险的前瞻性研究中发
现， 低体重和肥胖人群的全死因死
亡与缺血性心脏病、 脑血管病、 呼
吸系统疾病等主要慢性疾病的死亡
风险升高 。 超重和肥胖是糖尿病 、

冠心病、 乳腺癌等许多疾病的独立
危险因素。

“吃动平衡”才能体重健康

食物摄入和身体活动是保持机
体能量平衡和维持健康体重的两个
主要因素。 能量是人体维持新陈代
谢、 生长发育、 从事体力活等生命
活动的基础。 吃得过少能量摄入不
足， 或运动过量能量消耗过多， 可
导致营养不良、 体重过低， 增加感
染性疾病风险； 而吃得过多能量摄
入过量， 或运动不足能量消耗过少，
会导致体重超重、 肥胖， 增加慢性
病风险。 因此保持健康体重要平衡
“吃” 与 “动” 的关系。

目前我国大多数居民缺乏运动
锻炼， 能量摄入却相对过多， 导致
超重和肥胖的发生率居高不下。 那
么， 怎样吃才能使机体摄入的能量
刚好合适呢？ 其实， 我们可以通过
合理搭配食物， 食不过量， 从而使
摄入食物的能量和营养素都保持平
衡。 中国营养学会提出的中国居民
平衡膳食宝塔， 体现了一个在营养

上比较理想的食物基本构成。 平衡
膳食宝塔共分 5 层， 5 类食物位于
各层， 反映了各类食物在膳食中的
地位和应占的比重。 宝塔边上的食
物数量， 是按照摄入能量在 1600～
2400 千卡之间时， 一段时间内成人
每天各类食物摄入量的平均范围 。
体重是判定能量平衡的最好指标 ，
每个人应根据自身体重的变化适当
调整食物的摄入， 减少高能量食物
的摄入， 配制膳食时要考虑各类食
物的合理比例。

机体能量的消耗包括基础代谢、
身体活动、 食物热效应和生长发育
的需要四个方面， 其中身体活动消
耗的能量与个体的活动量和强度有
关。 每天活动多少时间为好？ 一般
来说， 身体活动消耗的能量应占总
能量的 15%以上。 成年人能量摄入
量在 1600～2400 千卡时， 消耗大约
为 240～360 千卡， 除了日常家务和
职业活动外， 主动性活动每天至少
应 40 分钟， 相当于年轻女性每天快
走 6000 步。 年龄超过 60 岁的女性，
完成 6000 步的时间可以略长些 。
6000 步可以一次性完成， 也可以分
2～3 次完成。 充分利用外出、 工作
间隙、 家务劳动和闲暇时间， 尽可
能地增加 “动” 的机会， 减少 “静
坐” 的时间。

吃动平衡才能达到健康体重 。
鼓励多动会吃 ， 不提倡少动少吃 ，
忌不动不吃 ， 因为生命在于运动 ，
吃是为了更好地 “动”。

上海市营养学会 郭红卫
（王晓黎 整理）

全民营养周：

慧吃慧动��健康体重
������对于高血压患者而言 ，
任何单一食物对缓解病情都
是无效的， 必须调整饮食习
惯， 做到 “高钾低钠” 才行。
“低钠” 即减少与盐相关的含
钠食物的摄入， 如盐、 味精、
酱 及 各 种 咸 味 零 食 等 等 。
“高钾” 则是指患者每天要吃
到 3100 毫克以上的钾 （几乎
是普通人的 1.5 倍）。 新鲜蔬
菜含钾很丰富， 是膳食钾的
主要来源， 所以务必多吃新
鲜蔬菜 ， 每天至少吃到 750
克或 1000 克以上的蔬菜。

首选绿叶蔬菜， 如油菜、
菠菜、 空心菜、 韭菜、 茼蒿、
小白菜、 生菜等， 一方面钾
含量高， 一方面能量低 ， 维
生素、 矿物质、 膳食纤维含
量又很丰富， 推荐每天摄入
300 克。 举例来说， 每 100 克
菠菜含钾 311 毫克 ， 如果每
天摄入 300 克菠菜 ， 就可以
达到 930 毫克以上 ， 几乎是
全天钾摄入量的 1/3 了。

各种鲜豆类也不错 ， 如
毛豆 、 蚕豆 、 扁豆 、 豌豆 、
豆角、 黄豆芽等， 特别是毛
豆， 每 100 克含钾 478 毫克，
几乎是蔬菜中的高钾冠军 。
但由于能量略高于绿叶蔬菜，
所以在数量上不宜过多。

菌藻类也可以经常吃 ，
如鲜蘑、 金针菇、 榛蘑 、 口
蘑等， 除了高钾之外 ， 蛋白
质含量也很丰富， 素食者应
该多摄入一些。

茄瓜类可以做加餐 ， 如
甜椒、 茄子、 西红柿、 苦瓜、
南瓜、 黄瓜等， 好处是水分
含量大， 能量很低， 特别适
合需要控制体重的高血压患
者。

此外 ， 要达到 750 克或
1000 克以上的蔬菜量， 还有
以下一些方法和注意事项：

1. 每餐都有蔬菜， 全天 5
个品种以上。

2. 每个菜肴都搭配蔬菜，
比如西红柿炒鸡蛋、 西兰花
炒肉等。

3. 将 “生 ” 的蔬菜作为
零食吃， 比如黄瓜、 西红柿、
圣女果等。

4. 用蔬菜食材榨汁 ， 作
为饮料用 ， 像西芹 、 苹果 、
胡萝卜混合榨汁的味道就不
错。

5. 尽量食用当季新鲜蔬
菜， 多多变换蔬菜的种类。

大连市中心医院营养科
主任医师 王兴国

消夏美味：
凉拌马齿苋饼片

跟随宋朝古人寻美食

�������本周是我国第
四届全民营养周，
今年的全民营养
周以“吃动平衡，
健康体重” 为主
题， 号召全民一起
“慧吃慧动， 健康
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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