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说饮食③

������很多营养学家做过多项研究，
认为经常吃鱼骨头对身体好处多
多。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和微量
元素， 经常吃可以防止骨质疏松，
对处于生长期的青少年和骨骼开始
衰老的中老年人来讲 ， 都非常有
益。 而且， 经过适当软化处理的鱼
骨， 营养成分都成为水溶性物质，
很容易被人体吸收。 做鱼骨的方法
也很简单， 可以把鱼骨晒干 、 碾
碎， 和肉馅一起做成炸丸子； 炖鱼
的时候可以用高压锅， 里面多放一
点醋， 这样鱼骨和鱼刺会软化， 可
以直接食用。

日本还有一种传统的腌制鱼的
方法， 也可以使鱼骨软化后直接食
用。 选择一些小型淡水鱼 ， 洗干
净、 去除内脏后， 在鱼的表面涂上
少量盐， 再准备一些拌了盐和甜米
酒的米饭。 然后， 在缸里铺一层米
饭再铺一层鱼， 最后加盖密封， 上
面压些重物 ， 腌制 3 个月即可食
用。 用这种方法腌好的鱼骨头和鱼
刺都可以吃， 而且含有丰富的乳酸
菌， 容易被胃肠吸收， 还有助于劳
累的人恢复体力。 当然， 不是所有
鱼的骨头都容易变软， 一些大型鱼
类的骨头即使长时间蒸煮也不会变
软。 而像鲤鱼、 鲫鱼、 鳗鱼、 鳝鱼
和一些小鱼的骨头和刺经过油炸、
蒸煮以及腌制以后比较容易变软，
适宜选择。

郑桂初

������ 《黄帝内经》 中说：
“胃不和， 则卧不安”。 这
句话的意思是饮食不当，
容易引起胃肠功能损坏，
胃失和则可能导致失眠，
影响健康。 因此， 我们要
做到科学合理地进食， 保
护脾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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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饭剩菜，最好在 6小时内吃完
很多老人喜欢将剩饭剩菜放在

冰箱好几天 ， 每次吃时又反复加
热， 这种做法非常不利于健康。 炒
熟的菜放置太久， 菜中的硝酸盐在
细菌的作用下会被还原为亚硝酸
盐 ， 亚硝酸盐是一类很强的致癌
物。 因而隔夜菜， 尤其是绿叶菜，
不要吃剩的。 同时， 老人的胃肠功
能都很脆弱， 吃剩饭剩菜会导致胃
肠道疾病发作， 轻则头晕、 心慌，
重则呕吐、 腹泻， 有的还会因此引
发其他的疾病， 所以要改掉这个不
好的习惯。

居家过日子， 难免会有剩饭剩
菜， 食用剩饭剩菜一定要注意方法。
原则上是剩荤不剩素， 尤其是绿叶
菜、 凉菜尽量当顿吃完。 不同剩菜，
一定要分开储存， 可避免细菌交叉
污染， 还需要用干净的容器密闭储
存。 剩下的炒菜、 炖菜、 汤， 必须
先在锅里烧开， 装在有盖的容器里，
凉透后再放入冰箱冷藏。 剩菜存放
时间不宜过长， 最好在 6 小时内吃
完。 吃前一定要回锅热透， 因为低
温只能抑制细菌繁殖， 不能彻底杀
死细菌。 菜入口后如果味道变了，
应立即扔掉， 千万不能食用。 米饭、
馒头等主食最好在第二天吃完， 因
为淀粉类食物容易滋生葡萄球菌和
黄曲霉素， 这些有害物质在高温加
热下也无法被杀死。

吃咸菜，最伤心脏和肾脏
咸菜凭借独特的重口味， 成为

很多胃口差的老人的首选。 殊不
知， 腌菜经过制作加工， 会产生大
量亚硝酸盐， 含盐量很高。 老人身
体组织器官防御能力下降， 常吃咸

菜 、 腌菜会使致病
细菌侵入身体 ， 容
易 导 致 血 压 升 高 ；
会升高血液中胆固
醇的含量 ， 促进动
脉粥样硬化 ； 会伤
害胃黏膜 ， 有胃癌
的危险 ； 会降低身
体免疫力， 促进身体钙质的流失，
出现骨质疏松。 常吃咸菜， 伤害最
大的就是肾脏和心脏。

如果实在喜欢吃咸菜， 吃前要
将咸菜用水煮 2～3 分钟， 或在开水
里焯一下， 可减少摄入亚硝酸盐。
老人一定要控制每日盐的摄入量，
饮食一定要低盐低油， 多食绿叶蔬
菜， 多喝水。 儿女们要用心开导老
人， 讲清常吃咸菜和吃盐多的害
处， 使老人慢慢纠正不良饮食习
惯。

腐烂变质水果，必须果断扔掉
水果营养丰富， 口感又好， 颇

受大家的 “宠爱”。 但上年岁的老
人， 苦日子过惯了 ， 有时水果烂
了， 却不舍得扔掉， 把烂的部分切
掉继续吃， 认为腐烂的部分已经去
除， 吃掉余下的也无大碍。 这是一
种错误的观念。 吃了烂水果中的真
菌毒素， 会发生头晕 、 头痛 、 恶
心、 呕吐、 腹胀等， 严重者还会发
生抽风、 昏迷， 危及生命。 但并不
是所有变烂的水果都不能吃， 要区
别对待。

磕磕碰碰而损伤的水果， 变软
的部位， 只是因为碰撞， 细胞发生
了破损， 使伤口出现特别的颜色。
这种水果只要在碰撞后没有霉变，
短时间内吃完， 不会影响健康。

储藏不当造成冻伤的水果， 也
是因为细胞破损， 导致外表出现烂
掉的现象， 但并没有细菌繁殖， 只
要没有霉变， 是可以食用的。

微生物侵染造成水果腐烂变质
的部分超过 1/3， 各种微生物和真
菌都会在水果中加快繁殖， 并在繁
殖过程中产生大量有毒物质。 此时
一定不能食用， 必须果断扔掉。 水
果怕干、 怕水、 怕热、 怕冻， 可用
5 种方法保存：

1. 保留每个水果的袋子或套
子， 防止碰撞和摩擦。

2. 用保鲜膜包裹， 包裹后可以
适当控制氧气的量， 降低水果呼吸
速率。

3. 放置于阴凉通风处或冰箱，
千万不要放在高温、 高热处， 温度
高会造成致腐性微生物繁殖速度加
快， 加剧水果的腐烂变质。

4. 不要密集堆放， 如果水果堆
放在一起， 就会产生乙烯聚集， 果
实就会熟得快， 腐烂快， 要放得分
散一些。

5. 如果不是马上吃， 先不要清
洗， 吃之前再清洗， 水果表皮的果胶
有抵御微生物的作用， 清洗会把它去
除掉， 使水果水分流失、 易腐烂。

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心血管内科
主任 胡桃红 （莫鹏 整理）

������在生活中 ， 人们喜欢通过爆
炒、 油炸、 油焖等方式烹饪食物，
殊不知， 过高的油温会使食物的营
养大打折扣， 同时， 高温烹饪下产
生的油烟也会影响人们的健康。

其实， 温和的烹饪方式也能做
出美味的食物。 比如， 肉类食物可
以通过 “焖、 炖、 蒸” 的方式保存
其柔嫩的质地。 裹上米粉的肉类可
以制作成粉蒸鸡肉、 粉蒸鸡翅， 肉
质鲜美； 压力锅焖炖的红烧肉， 口
感也很不错。 同时， 蔬菜也能通过
同样的方式进行烹饪， 将其切成段
或丝， 伴少量面粉， 在锅里蒸几分
钟后拌上芝麻油、 辣椒油等调料，
能保留其最原始的美味。

除了 “焖、 炖、 蒸”， 烹饪食
物还有新招。 在锅里放半碗的水或
肉片汤， 再放一勺炒过的油， 刚烧
开时直接放菜进锅， 接着再翻炒食
物。 若担心菜无法炒熟， 可盖上锅
盖焖煮 1 分钟， 随即打开再次进行
翻炒， 关火后放入调料即可。 这种
烹饪方法称为 “水油焖菜”， 它能
让食物均匀地沾上油脂， 减少过多
的油量摄入， 一些难以咀嚼的蔬菜
通过焖煮的方式 ， 口感也有所改
善， 同时， 焖煮的烹饪方式还能减
少油烟的烦恼。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
营养与食品安全系副教授 范志红

������现在市场上的电饭锅拥有多种
功能， 只要善于利用， 就可煮出各
种各样的美食， 且方便、 省时、 省
事， 还少油烟。 以下三道电饭锅美
食供读者参考：

东坡肉
材料 ： 五花肉 800 克 、 青葱

（切段） 2 颗、 姜 5 片、 冰糖 5 汤
匙、 八角 2 朵、 料酒 1/3 杯、 生抽
1 杯、 酱油 2 茶匙、 清水适量。

做法： 五花肉切成 6 厘米 x6
厘米块状 ； 煮沸一锅水 ， 放入肉
块汆烫片刻 ， 备用 ； 用麻线分别
将肉块绑好 ； 烧热平底锅 ， 放入
肉块煎至各面呈微金黄色 ； 电饭
锅 内 放 入 肉 块 ， 加 入 其 余 材 料
（清水除外 ）； 倒入清水至淹过材
料， 选择 “汤/炖品” 模式， 煮 1.5
小时或至肉软。

冬菇腊肠虾米糯米饭
材料： 糯米 2 杯、 清水 2 杯、

虾米 3 汤匙、 冬菇 5 朵、 腊肠 1 条、
红葱头酥 2 汤匙、 青葱粒 1 汤匙。
调味料： 生抽 3 汤匙、 蚝油 2 汤匙、
酱油 2 茶匙、 胡椒粉半茶匙。

做法： 糯米浸泡隔夜， 沥干备
用； 冬菇浸软， 去蒂， 切片； 虾米
洗净沥干； 腊肠去衣， 切丁； 锅内
烧热 1 汤匙油， 放入腊肠、 虾米及
冬菇， 拌炒； 加入糯米炒匀； 加入
调味料拌匀； 移至电饭锅内， 倒入
清水， 按下开关键， 煮至熟； 上桌
前， 撒上红葱头酥及青葱粒。

蚝豉排骨粥
材料： 白米 1 杯、 清水 10 杯、

蚝豉 10 颗、 姜 2 片、 排骨 150 克。
做法： 白米洗净， 沥干备用；

蚝豉洗净， 浸泡 30 分钟； 煮沸一
锅水， 放入排骨汆烫 10 分钟去杂
质， 备用； 将所有材料放入电饭锅
内， 按下 “粥” 模式， 煮至熟。

陶诗秀

“温和烹饪” 营养又美味

常吃鱼骨 好处多多

老人饮食过于节俭不利健康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但这一点放在
饮食上， 却不见得是好习惯。 尤其是老年朋友们要特
别注意： 以下一些过于节俭的饮食习惯可能会对健康
造成重大影响， 应提高警惕并加以纠正。

用电饭锅轻松做美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