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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亲朋好友团聚的快乐时光，
好吃好喝， 饮食多为大鱼大肉， 零食甜
品饮料必备， 饭局宴席应接不暇。 不过
从健康的角度而言， 春节饮食还是要求
荤素搭配， 合理营养； 节制饮食、 勿暴
饮暴食； 少盐少油， 适量饮酒。

针对减肥一族或者担心 “每逢佳节
胖三斤” 者， 根据自身的饮食特点可以
尝试限能量平衡膳食或轻断食模式。 限
能量平衡膳食是指在限制能量摄入的同
时保证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和脂肪等营
养素的供给比例应符合平衡膳食的要
求。 包括三种类别： ①在基础摄入量上
按 30%～50%比例递减； ②在基础摄入
量上每日减少 500 千卡左右； ③每日供
能为 1000～1500 千卡。 轻断食是指在每
周非连续的两天采取低能量摄入， 日能
量摄入量约为总能量的 25%,其余 5 天
相对正常进食， 以实现减重目的。

对于患 “三高” 合并肥胖等疾病人
群来说， 如何在过节期间科学控制饮食
则大有讲究。

首先， “按需取食”， 严格控制好
各类食物总摄入量。 例如， 主食尽量选
择粗杂粮， 粗细搭配， 避免加工精细的
面包、 年糕、 汤圆或元宵等食物大量摄
入。 亲朋好友相聚， 总容易吃多， 这就
要有意识地提醒自己做到吃饭 “只吃七
分饱”。 同时， 还要控制好各类零食摄
入量， 因坚果富含油脂， 属于高能量食
物， 如摄入过多的话， 应减少一日三餐
的饮食总能量。 正常成年人每周可摄入
50～70 克 （平均每天 10 克） 坚果， 即
每天可吃带壳葵花瓜子 20～25 克或者花
生 15～20 克， 或者核桃 2～3 个， 或者板
栗 4～5 个， 首选原味坚果。 需要提醒的
是， 在亲朋好友聊天或看电视节目时，

大家会不知不觉摄入很多坚果。 调查显
示， 每逢佳节胖三斤， 坚果 “功劳” 占
一半。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 推荐两餐
间进食 10～15 克开心果。 关于水果摄入
问题， 要求血糖平稳且两餐之间进食，
作为加餐食用。 对糖尿病患者而言， 建
议每日摄入 100～200 克低血糖生成指数
类水果， 如梨、 苹果、 鲜桃、 樱桃、 草
莓及柚子等。 注意如餐后 2 小时血糖≥
10.0 毫摩尔/升， 暂予黄瓜和西红柿替
代。

其次， “按序取食”， 遵循好进餐
“时序与次序”。 遵循好进餐时序就是要
做到控制好早、 中、 晚餐食物摄入量，
不能因为想睡懒觉或者其他原因就放弃
进食早餐。 同时， 大量的研究也表明，
进餐时各种食物摄入顺序对健康有重要
影响。 一般进餐顺序为先喝清汤， 再蔬
菜， 后肉类， 最后主食， 对控制血糖非
常有意义。

最后， 尽量做到不喝含糖饮料， 限
量饮酒或不饮酒。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16）》 推荐健康成年人， 建议每天添
加糖的摄入量不超过 50 克， 最好控制
在 25 克以下。 现今， 市面上大多数饮
品含糖在 8%～13%， 1 瓶 500 毫升的饮
料基本达到或超过 50 克糖。 所以， 尽
量选择不加糖的现榨纯果汁或菜汁、 植
物蛋白饮料或豆浆等， 千万不要拿饮料
当水喝， 多饮用白开水。 以酒精量计
算， 成人男性和女性一天的最大饮酒酒
精量不宜超过 25 克和 15 克。 也就是
说， 25 克酒精量相当于啤酒 750 毫升、
葡萄酒 250 毫升、 38%酒精度白酒 75
毫升和高度白酒 50 毫升； 15 克酒精量
相当于啤酒 450 毫升、 葡萄酒 150 毫
升、 38%酒精度白酒 50 毫升和高度白
酒 30 毫升。 所以， 饮酒应适量 （葡萄
酒约 100 毫升或啤酒约 250 毫升或低度
白酒 50 毫升）， 不宜空腹饮酒， 不过分
劝酒， 不酗酒， 开车不饮酒。

总之， 建议 “三高” 人群春节期
间， 生活规律， 劳逸结合， 饮食总量控
制、 平衡膳食、 定时定量、 少量多餐、
粗细搭配， 在七八分饱的基础上做到少
饮酒或不饮酒， 过一个平安健康年。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营养科
主治医师 唐寒芬

������春节的餐桌上， 永远是鱼肉
满桌， 菜肴超量的状态。 那么，
面对剩菜该如何处理呢？ 下面笔
者就来给大家支三招。

宁剩荤菜， 不剩蔬菜 放在
冰箱里的荤菜 ， 可以保存 1～2
天， 只要在再吃之前彻底加热，
虽然损失一些 B 族维生素， 但
蛋白质可以完全保留， 也不至于
产生有害物质。 而蔬菜储藏中容
易产生亚硝酸盐， 其中的抗氧化
成分和维 C、 叶酸等在储藏和反
复加热之后损失极其严重。

掌握翻新技术， 把剩菜变成
新菜 对于很多荤菜来说， 剩菜
变新菜一点不难。 原本剩了红烧
排骨， 就可以加咖喱粉炒些洋
葱、 蘑菇、 土豆、 胡萝卜等， 然
后把剩排骨切碎， 混进去做成咖
喱洋葱炒排骨； 剩炒肉丁肉片之
类也是一样， 先把其中的蔬菜部
分吃掉， 然后把肉的部分配合到
新炒的新鲜蔬菜当中去； 如果是
大块的带骨肉 ， 可以考虑煮成
汤， 再添加海带、 蘑菇、 萝卜、
青菜等配合； 对于没有骨头的大
块肉， 可以考虑把它弄碎， 比如
把猪肉切成肉碎， 鸡撕成鸡丝，
酱肉片切成肉丝， 然后和凉拌蔬
菜搭配在一起， 或者做成馅饼、
春卷的原料。

合理计划， 分批消灭剩菜
每餐应控制菜肴数量， 尽量不要
大量剩余。 冰箱里的剩菜可能有
五六样甚至更多， 可以按照先水
产后肉类， 先清淡菜肴后浓味菜
肴的顺序， 每餐上两样翻新菜，
且保证这些翻新菜不再剩下。 消
灭剩饺子的方法也是一样， 如果
剩得比较多， 不要全部拿出来加
热， 而是取一部分拿出来， 或烤
或煎， 一餐全部吃完。

这里提醒一句， 切记不要因
为怕浪费剩菜而强迫自己饮食
过量。 对于反复加热两天之后还
在继续剩的菜， 建议丢掉， 宁可
浪费资源， 也不能损害健康。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博士
范志红

������春节临近， 又到了坚果的消费旺
季。 在此特别提醒您： 坚果有益， 但
不宜过量。

坚果营养丰富， 有益健康 坚果
按来源分为树坚果类， 如核桃、 扁桃
仁、 杏仁、 腰果、 开心果、 板栗、 松
子等； 果实种子类如葵花子、 南瓜
子、 花生等。 坚果营养丰富， 含蛋白
质 12%～36%， 含有多种有益脂肪酸
如油酸、 亚油酸、 α-亚麻酸， 富含
丰富的维 E 和 B 族维生素、 植物化
学物等， 具有降血脂、 抗衰老、 预防
癌症等作用， 适量摄入有益健康， 特
别有利于心脑血管健康。

合理食用， 不宜过量 食用坚
果， 原味为首选。 炒焦的坚果营养成
分破坏多， 且产生了较多的有害物质
甚至致癌物， 因此不宜选择。

坚果可以烹饪入菜， 如西芹腰
果、 栗子鸡等。 坚果还可以和谷类、
豆类、 杂粮等一起做成五谷杂粮粥、
饭等， 如八宝粥、 花生米饭等。

由于坚果富含脂肪或碳水化合
物， 属于高能量食物， 其能量应计入
一日三餐的总能量中。 过量食用坚果
容易增加体重， 致超重、 肥胖风险。
建议成人每天摄入坚果 10 克， 相当
于每天带壳葵花子 20～25 克 （约一把

半）， 或者带壳花生 15～20 克 （一把，
约合花生米 10～15 粒）， 或者核桃 2～
3 个， 或者板栗 4～5 个。 每周可摄入
量 50～70 克 （果仁）。

食用花生米时， 用筷子取比用勺
子取， 有助于减少食用量。 选用带壳
的坚果比不带壳的， 或可减少用量。

坚果作为零食容易食用过量 ，
如果把坚果从茶几转移到餐桌， 把
坚果当早餐食用， 既可丰富早餐品
种和营养， 又不易过量食用导致肥
胖。
湖南省肿瘤医院营养科教授 胡小翠

（刘孝谊 彭璐 整理）

������我国民间有 “冬鲫夏鲤”
之说， 指的是冬季品食鲫鱼最
为适宜， 不仅味道鲜美， 且滋
补养人。

鲫鱼肉质细嫩 、 味道鲜
美、 营养丰富。 据测定， 其蛋
白质含量达 18.28%， 氨基酸含
量 6.77%， 脂肪含量 1.2%， 含
肉率为 7.24%。 明代医学家李
时珍赞美冬鲫： “鲫喜偎泥，
不食杂物， 故能补， 冬日肉厚
子多， 其味尤美”。 现代医学
认为， 鲫鱼具有温补脾胃， 尤
以治疗脾虚水肿最佳。

烹食鲫鱼， 以 0.5 千克左
右的野生鲫鱼为上品， 烹制方
法多种多样， 清蒸、 红烧、 炖
煮、 煨汤、 煎炸皆宜， 其中尤
以清蒸鲫鱼汤最美。 现将其主
要烹制方法介绍如下：

清蒸鲫鱼 鲫鱼 300 克 ，
去鳞、 鳃和内脏， 洗净后放入
砂锅中， 加料酒、 葱、 盐、 姜
片、 白糖、 植物油， 再将水发
木耳 100 克覆盖在上面， 上笼
蒸约 30 分钟， 取出即成。 其
汤入口缠绵如丝， 滑爽怡人，
细细品来， 清鲜之中有些许甘
甜， 食之有开胃健脾、 嫩肤养
颜、 散寒驱湿之效。

鲫鱼豆腐汤 取鲜嫩豆腐
一块， 切成寸许见方， 将处理
妥当的小鲫鱼入锅加料清炖，
炖至汤汁白亮， 把豆腐块儿与
几只干红辣椒加入同煮， 豆腐
吸纳了鲫鱼的清鲜， 鲫鱼依附
了豆腐的水嫩， 两者相辅相成，
汤鲜滑嫩微辣， 食之回味悠长。

红烧鲫鱼 取鲫鱼 500 克，
剖洗干净， 稍加改刀， 先将纯
豆油熬透， 热油煎炸， 待其两
面略黄， 以陈醋煎之， 滴入少
许优质酱油， 翻转润透之后，
放入葱段 、 姜丝 、 蒜片 、 花
椒、 胡椒与少许精盐略炒， 再
加入少量温水急炖， 待汤汁熬
至 7 分即熄火， 撒上香菜、 味
精少量即可食用。

沅江市农业农村局 李翠英

每逢佳节胖三斤？

营养专家教你科学控制饮食
春节剩菜
三招解决

坚果有益 但不宜过量

冬食鲫鱼
清蒸最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