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豆腐乳 （霉豆腐、 豆乳） 是
开胃健脾的一道下饭菜， 炎炎夏
日用它来佐食清热解毒的绿豆
粥， 可谓 “相得益彰”。

记忆中难忘的是父亲制作的
豆腐乳。 每次父亲从集市上买来
豆腐， 放上一两天， 滴干水切成

小块放入蒸笼， 让它发霉。 加工
豆腐乳的工序并不复杂， 将食盐
（最好下锅炒去水分）、 五香粉、
辣椒末、 红曲等拌匀， 把发霉的
豆腐单块拌入， 装入玻璃瓶内，
淋上少许白酒， 盖紧盖子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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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营养

因 2009 年央视著名新闻播音
员罗京的去世以及近年大热的电
影 《滚蛋吧肿瘤君》， 让大家对淋
巴瘤这一病种不再陌生。

临床上我们经常发现， 某些
淋巴瘤患者进入了饮食误区， 比
如信奉 “饥饿疗法” 或者认为手
术、 放化疗才是正规治疗， 在营
养治疗上花钱不值得。 其实， 从
整体和长远来看， 营养才是最经
济的治疗。 淋巴瘤患者在放化疗
过程中应如何科学饮食？ 平日饮
食又要注意些什么呢？

放化疗前饮食
建议放化疗前补充营养， 多

摄入蛋白质， 多吃补益气血、 健
脾补肾的食物 ， 如红枣 、 山药 、
芝麻 、 龙眼肉 、 菠菜 、 鸡 、 鸭 、
猪肉 、 牛肉 、 鱼 、 豆制品 、 蛋 、
奶 。 另外 ， 还可用黄芪 、 人参 、
当归、 枸杞等传统补益药材来炖
鸡鸭等。

放化疗中饮食
针对放化疗的不良反应， 在

放化疗过程中可选择不同的饮食
对策。

消化道反应 化疗前一天饮食
应尽量清淡， 多吃容易消化食物，
晚餐不宜太饱。 化疗当天早晨提
前吃饭， 化疗时消化道反应会相
应减轻一些。 主食以流食、 半流

食为主， 如五谷粥、 面条等。 多
吃健脾开胃的食物， 如山楂、 白
扁豆、 萝卜、 香菇、 陈皮等。 忌
食生冷油腻食物， 如西瓜、 香蕉、
梨、 黄瓜、 茄子、 芹菜等会加重
腹泻症状。 化疗呕吐时可将生姜
片含在口里， 对止吐有帮助。 化
疗结束后晚餐宜晚些吃。

头晕乏力， 血象下降 应多吃
富含铁质、 帮助造血的食物， 如
猪肝 、 排骨 、 瘦肉 、 鱼 、 菠菜 、
金针菇、 桂圆、 乌鸡、 当归、 红
枣、 花生等。

口腔溃疡 坚决忌食辛辣及油
炸食物， 多吃新鲜蔬菜、 水果等
维生素含量高的食品。

便秘 应吃富含纤维素的食
物， 或每天喝一些蜂蜜、 植物油、
香油等。

平日膳食原则
保证食物卫生 淋巴瘤患者存

在不同程度的免疫功能低下， 因
此饭菜应当煮熟煮透尽快食用 ，
避免进食过期变质的、 来源不明
或小摊小贩上购买的食物； 尽量
选择能剥皮或削皮的新鲜水果 ，
避免草莓、 葡萄等不易洗干净的。

注意膳食平衡 以碳水化合
物、 蔬果、 膳食纤维及优质蛋白
为主， 避免过多的脂肪和盐分摄
入， 避免生冷及辛辣等刺激性食

物摄入。 少吃精米、 精面， 多吃
全麦片、 五谷杂粮等。 坚持低脂
肪饮食， 常吃些瘦肉、 鸡蛋、 牛
奶及酸奶。 多吃富含维 C 的蔬菜
水果以及富有营养的干果种籽类
食物。

少吃多餐， 吃易消化的食物
放化疗后的患者， 由于消化功能
减弱， 采用少吃多餐的方式可减
轻消化道负担， 同时达到增加食
物摄入量的目的。 多吃易消化食
物 ， 烹调方法多用蒸 、 煮 、 炖 、
烩等。

饮食禁忌
少吃易过敏食物 淋巴瘤患者

大多数是过敏体质， 任何食物和
药物都有潜在导致患者过敏的可
能。 应少吃虾类、 螃蟹、 鲜笋等
易过敏食物。

少吃高嘌呤类食物 肿瘤细胞
化疗后 ， 大量尿酸进入血循环 ，
易导致急性或慢性肾衰竭。 因此，
放化疗后患者应远离高嘌呤食物，
如动物内脏及肉末、 浓肉汁、 肉
汤、 海鲜产品、 火锅以及豆类食
物。

戒烟戒酒 包括甜酒、 食醋、
用黄酒料酒处理过的肉类制品。
湖南省肿瘤医院淋巴瘤、血液内科

主任医师 周芳
（通讯员 彭萍 彭璐 整理）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 通过以
下饮食七字口诀， 即可实现 “管住
嘴” 的目标。

“一”： 每天 1 盒牛奶， 大约
240 毫升。 通过牛奶补钙， 有助于
预防高血压、 动脉硬化， 并有轻度
降胆固醇的作用。

“二”： 每餐 2 两主食。 此量
因个人的病情、 劳动量、 体重、 性
别、 年龄而异。

“三”： 每天不超过 3 白瓷勺
植物油。

“四”： 指四句话， 即有粗有
细、 不甜不咸、 三四五顿、 七分八
饱。

“五”： 每天至少吃 500 克蔬
菜。

“六”： 每天不超过 6 克盐 ，
相当于 2 个啤酒瓶盖 （平铺 ） 的
盐。

“七”： 每天喝不少于 7 杯水。
饮食疗法也是个体化治疗， 不

可一概而论， 还得要根据每个人
的情况具体分析。 健康饮食， 科学
饮食， 让我们一起 “管住嘴”， 在
控糖路上走得更稳， 走得更好。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代谢内分泌研究所 罗碧华 刘静

空心菜， 原名雍菜， 又名藤藤
菜、 通心菜、 无心菜等， 是一种非
常常见的夏季蔬菜， 具有以下良
好的保健作用。

清热解毒 空心菜富含的果胶
能加速体内有毒物质的排泄； 其
中多量的木质素， 能提高体内巨
噬细胞吞食病菌的活力， 起到杀
菌消炎的效用 ， 可以防治疮疡 、
痈疖等病症。

通便防癌 空心菜含有大量纤

维素， 能促进肠道蠕动， 加速排
便， 有利防治便秘、 痔疮等， 减少
结肠癌变风险。

降脂降糖 空心菜中的大量膳
食纤维， 能加速胆固醇排泄， 减
少甘油三酯吸收， 具有降脂减肥
的功效。 膳食纤维还能延缓淀粉
等的消化， 避免餐后血糖急剧上
升， 有利于糖尿病的治疗和康复。

健身防龋 空心菜含有丰富的
维 A、 维 C、 B 族维生素及烟酸、

磷、 钙、 铁等营养物质， 经常食用
有助于增强体质， 提高防病抗病能
力。 此外， 空心菜中的叶绿素可洁
齿防龋除口臭， 并有润健肌肤作
用， 堪称美容佳品。

烹制空心菜时， 最好将其菜茎
和嫩叶分开来炒。 嫩叶适合急火快
炒和凉拌， 和腐竹、 豆腐、 鱼、 肉
末、 芝麻酱等一起吃能使营养搭配
更为合理； 茎则可以切丁， 与黄
豆、 豆渣、 鸡蛋等一起炒， 口感独
特， 营养丰富。

值得注意的是， 空心菜性寒滑
利， 故体质虚弱、 脾胃虚寒、 大便
溏泄及血压偏低者应少吃或慎食。
吃凉拌或清炒空心菜时， 最好放点
蒜末， 既可调节味道又能佐治寒凉。

陈日益

������购买预包装食物时， 你是否有阅
读营养标签的习惯？ 别看这一小小举
动， 它与你的健康息息相关。 美国
《预防》 杂志近日邀请注册营养师 ，
总结了购买预包装食物时必看的 4 个
指标， 以帮助你做出明智的购物决
定。

1、 添加糖 糖果、 饼干、 饮料
等食物之所以加入大量添加糖， 为的
是提供特殊口味、 延长货架期、 取代
脂肪。 膳食中摄入大量添加糖会导致
肥胖， 提升糖尿病和心脏病发作风
险。 购买食物时， 应注意观察营养成
分表中 “糖” 含量一栏的数值， 同时
留意添加糖的其他名称， 如葡萄糖、
玉米糖浆、 蜂蜜、 蔗糖、 麦芽糖、 果
糖等。

2、 反式脂肪 食物营养成分表
中的 “反式脂肪” 会升高坏胆固醇
（LDL）， 增加心脏病、 中风、 糖尿病
风险。 目前， 反式脂肪在多数市售包
装零食、 烘烤类食物中比较常见。 值
得注意的是， 有的营养成分表中虽然
标注反式脂肪为零， 但实际仍含有该
成分， 只要表中出现 “氢化植物油”
一项， 就代表含有反式脂肪。

3、 饱和脂肪 人体每天摄入饱
和脂肪应低于总热量的 10%。 营养师
提倡人们多以单不饱和及多不饱和脂
肪作为替代， 降低心脏病发作风险。

4、 钠 钠摄入过量会导致高血
压， 引起心血管疾病、 中风、 肾脏疾
病等。 由于人们每天钠含量的 70%来
自加工食物， 因此 《美国膳食指南》
提出， 健康成人每天的食盐摄入量应
控制在 1 茶匙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
多数人在阅读营养标签时会注意
“钠” （sodium）， 却忽略了 “每次建议
摄入量” （serving size）。 比如一罐头
浓汤， 标示其钠含量为日推荐摄入量
的 33%， 听起来似乎不坏， 问题是吃
下整罐以后， 人们实际吃的钠就是每
次建议摄入量的 2 倍了。 因此， 大家
应注意食不过量。

石纤 译

放、化疗前后如何吃？
购买预包装食品
必读懂 4个指标

饮食控糖
七字口诀

如何自制豆腐乳？

夏吃空心菜 降糖又防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