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家常下饭菜的豆腐
乳， 是不上席面的。 然而在川
西平原， 家家嗜吃、 善做豆腐
乳。 我小时候， 住家隔壁是家
酱油铺， 每逢吃饭没可口的菜
时， 就拿着一个小瓷碟， 到隔
壁花上 5 分钱， 端回一块四四
方方用白菜叶子裹着的豆腐
乳 。 一口白米饭 ， 一口豆腐
乳， 滋味醇厚， 回味悠长。

家里最爱吃豆腐乳的， 要
数姨妈。 工作以后， 每逢周日，
我都会骑着自行车， 到姨妈家
坐上大半天， 和姨妈闲聊。 最
吸引人处是姨妈说起她年轻时
候的往事： 新婚不久， 姨妈携
姨父回到娘家。 乡里亲戚要盛
情款待新人， 姨妈说： “啥子
都不要， 只管将你们家的豆腐
乳拿来吃便是。” 姨妈说， 外婆
做的豆腐乳最好吃。 那时候，
乡下人年年要做豆腐乳、 粽子、
米花糖、 酱肉、 香肠。 在孩子
们看来， 每做一样东西都像过
节一样， 大人们更是乐在其中。
姨妈年纪大了， 对豆腐乳的向
往仅限于与我的神侃。 母亲却

更多继承了外婆爱动手的优点。
每到秋天， 母亲就买上两箱嫩
豆腐， 切成小块， 晾上半个月，
待豆腐长出茸茸细毛， 就用筷
子夹住发霉的豆腐块在白酒里
泡泡， 裹上辣椒面、 花椒粉和
盐， 小心放进瓷坛里， 窖上 20
天就可以吃了。

在成都， 时常见到推着三
轮车的大爷或婆婆， 载着一大
坛自家做的豆腐乳沿街叫卖。
我经常买回去尝尝， 味道大致
差不多。 近年来， 超市里卖的
海会寺香酥豆腐乳 ， 滋味香
浓， 堪称一绝。 每块豆腐乳的
外层都用特别腌制的白菜叶包
裹， 不但突出了腌制白菜的鲜
美味道， 而且具有独特的辛辣
滋味， 外观深红油润， 内心呈
杏黄色， 以其酥软可口、 细腻
无渣及麻 、 辣 、 鲜 、 香而著
称。 据记载， 早在清朝光绪年
间， 川西民间就有普遍制作白
菜豆腐乳的历史传统， 每年秋
天， 这项活动就成为许多人的
“家庭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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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营养

������湘西部分居民受条件和经
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养成了节
约的好习惯， 但是也对健康饮
食带来了一定影响。 要养成健
康饮食习惯， 还应从以下几个
方面下功夫。

一是纠高盐食品“长期
吃” 现象， 在减量品味上下功
夫 湘西由于地域和生活习惯
原因， 吃腊肉腊味广传盛名，
当地居民对腊肉依赖感较强，
导致长期处于高盐饮食环境
中。 养成健康饮食习惯， 要有
科学健康理念， 纠正 “存放时
间越长越香” 的片面认识， 腌
制高盐食品力求在 3～5 个月内
消耗， 在日常餐饮中不作为主
要食材， 与减盐健康生活方式
有机结合， 减少高盐对身体带
来的危害， 降低高风险慢性病
发生率。

二是纠存新用旧“周期
吃” 现象， 在新品新吃上下功
夫 过去， 湘西居民缺衣少食，
在节衣缩食中形成了用旧存新
习惯， 主副食保障库存优先，
当年新品用于库存和保障应急
之需， 此种用材方式与时代健
康要求有一定偏差， 加之保存
条件受限， 极易导致主副食材
新鲜度下降和营养成分流失。
养成健康饮食习惯， 主副食材
要力求当年消耗， 防止因受保
存条件和气候影响， 而导致食
材变质和营养流失， 引发消化
道疾病和食物中毒。

三是纠剩菜剩饭“反复吃”
现象， 在常新控量上下功夫 部
分湘西居民有吃剩菜剩饭习惯，
剩下的主副食材反复加热吃、
混合吃， 导致食物营养下降，
增加了消化系统负担， 容易引
起消化疾病高发。 养成健康饮
食习惯， 要下大力纠正吃剩菜
剩饭的习惯， 力求主副食品新
鲜度， 食材准备依人计量， 满
足当餐之需， 食材选择力求新
鲜食物和当季食品。

四是纠油盐加工“交叉
吃” 现象， 在控油专用上下功
夫 有些居民对科学油盐使用
认识还有一定差距， 片面的认
为不管经过多少次反复使用，
都不会变质， 食用油盐经过多
次交叉反复使用， 导致不同方
式、 不同品种和不同时机交叉
使用， 易造成营养成分严重流
失， 甚至还会引起相互交叉感
染。 养成健康饮食习惯， 要做
到控量和专用， 依照食物制作
所需合理依量而用， 纠正不同
食材制作或者不同阶段食物制
作交叉使用。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卫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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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误区， 总觉
得骨科手术后不需要改变以前的饮
食， 但其实各种骨科手术过程中一
般都有出血或组织液渗出， 术后常
常出现贫血或低蛋白血症， 尤其是
各种骨折内固定术或人工关节置换
术后的患者更易出现。 另外， 疼痛、
创伤及手术中的刺激会增加营养物
质的消耗， 这些都可导致营养缺乏
和抵抗力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 如
果患者长时间得不到合理的营养供
给， 就会出现营养不良， 导致术后
并发症， 影响术口愈合。 因此， 加
强营养支持对于骨科术后伤口愈合、
体质恢复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 骨科术后应该如何吃呢？
骨科术后饮食的一般原则是清淡 、
易消化、 高蛋白、 高热能、 高维生
素、 低脂肪， 强调荤素搭配均衡且
少量多餐。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 维
生素不易从食物中获取， 必要时可
服用药物补充， 还可适当补充微量
元素， 尤其是锌与钾， 锌是化学反
应中的媒介， 在促进蛋白的合成中
起重要作用 ； 钾能维持肌肉兴奋 ，
术后容易缺钾， 导致疲乏无力。

骨折后患者往往
急于进补， 但有几条
饮食原则需注意：

1. 忌盲目补充钙
质。 骨折后， 有人自
然而然认为补钙会加
速断骨的愈合。 临床
研究发现， 增加钙的
摄入量并不一定能够加速断骨的愈
合 ， 而对于长期卧床的骨折患者 ，
却有引起血钙增高的潜在危险， 而
同时伴有血磷降低。

2. 肉骨头或者骨头汤并不是越
多越好 。 一些人认为 ， 吃哪补哪 ，
所以在骨折后多吃肉骨头， 可以让
骨折尽快愈合。 其实， 据调查， 骨
折患者多吃肉骨头， 非但不一定能
早期愈合， 反而可能使骨折愈合时
间推迟。

3. 骨科术后不要吸烟。 香烟中
的尼古丁可使血管收缩， 血流缓慢，
从而使骨折处的血液供应减少， 影响
骨折的愈合， 拖长疗程， 增加痛苦。

4. 骨科患者不宜大量饮酒。 饮
酒对骨折也有不利影响。 有些人认
为骨折后大量饮白酒或药酒可以

“活血通脉”， 起到辅助治疗作用 ，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5. 多喝水。 水分可以调节体温、
帮助消化吸收、 运送养分、 预防及
改善便秘， 结合锻炼效果佳。 临床
中 ， 不少骨折患者由于害怕疼痛 ，
对功能康复锻炼缺乏认知， 认为骨
折后需要制动 （限制活动）、 静养，
只要 “骨头长好” 就万事大吉。 殊
不知， 骨骼、 肌肉是运动系统的基
本组成成分 ， 骨折后骨骼 、 肌肉 、
神经控制功能的协调一致是人体恢
复运动能力的保证。 骨折后， 如果
长时间制动， 会出现关节挛缩、 僵
硬、 肌肉萎缩、 骨折延迟愈合或不
愈合等并发症， 严重影响患者功能。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骨伤二科 姚瑶

������众所周知， 多吃水果益处多多， 水果富
含人体需要的维生素、 膳食纤维等营养物
质， 对人体健康有利。 不过， 吃水果也有讲
究， 如果过量食用， 可能会因能量摄入过多
导致肥胖等疾病发生。 以下是美国 《预防》
杂志总结的 6 种常见的低糖水果 （含糖量由
高到低）， 对于想要控制体重的读者朋友再
好不过了。

1.�苹果 每 100 克含 10 克糖。 比起在
早餐燕麦片中放糖或者蜂蜜， 加入苹果和肉
桂粉无疑是更好的选择。 早餐摄入过多糖
分， 加上一天其他时候摄入的糖分， 会对血
糖产生不利影响。

2.�蓝莓 每100 克含 10 克糖。 蓝莓不仅
低糖， 且膳食纤维含量比一般水果更高。 不论
是早餐煎饼还是午餐水果沙拉， 亦或是作为下
午茶的酸奶搭档， 蓝莓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3.�梨子 每 100 克含 10 克糖。 梨子属
于含糖量比较低的水果。

4.�橙子 每 100 克含 9 克糖 。 相比橙
汁， 最好吃完整的橙子， 其膳食纤维含量比
较丰富， 对于果糖的控制也更为理想。

5.�哈密瓜 每100 克含 8 克糖。 哈密瓜
不仅糖分低， 还含有丰富的钾、 维 A、 维 C。

6.�牛油果 每 100 克含 1 克糖。 牛油果
糖分含量极低， 同时富含有利心脏健康的不
饱和脂肪酸。

石纤 编译自美国 《预防》 杂志

养成健康饮食习惯

6种低糖减肥水果 家乡的豆腐乳

骨科手术后 饮食五原则
�������近期， 因从高处坠落不慎摔伤住院的马叔， 因为不
习惯医院的配菜， 屡次拒绝订餐， 总是喜欢根据自己
的喜好点外卖， 还总是笑着说“吃哪补哪”， 一段时间
后， 马叔叔出现了腹胀、 便秘、 上火等症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