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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市面上的轻食宣传点大多
为 “低卡、 低脂肪、 高纤维、 有机、
减脂期必备”， 能做到在减少能量摄
入的同时又能饱腹， 所以吸引了许
多有这方面需求的人。 那么， 这样
的轻食， 能满足人们日常的营养摄
入吗？

以市面上最常见的一种轻食为
例， 主食可以自由选择意面或者是粗
粮， 大约在 100 克左右， 肉类为 1 个
拳头大小的鸡胸肉， 圣女果、 西兰
花、 红腰豆、 玉米粒、 黄瓜这类蔬果
均有加入， 但是量不多， 再加上一个
鸡蛋。 调味酱料是由橄榄油+红酒醋+
芥末籽调制。 表面看这一餐营养搭配
很均衡， 不仅包括了全谷类食材， 新
鲜的蔬菜以及优质蛋白质， 且食物种
类多样， 烹调方式和调味料也相对健
康， 脂肪摄入少， 膳食纤维含量高。
但是仔细研究便会发现， 这样的轻食
也存在诸多问题：

总热量偏低 这种轻食热量在
400 大卡以下， 而成年人一天所需热
量约为 1500 大卡， 有较大的热量缺
口， 长期食用这种轻食， 体重下降速
度确实很快， 但也非常容易反弹， 女
性还可能因此出现月经紊乱等情况。

主食比例不足 轻食的碳水化合
物摄入量无法满足人体正常需要， 身
体后期会出现对主食的强烈渴求， 可
能导致主食摄入量暴增， 体重反弹。

蔬菜过少 这份轻食蔬菜看似量
很多 ， 但经过加热或焯水处理后 ，
体积会缩小几倍， 实际量根本无法
达到膳食指南推荐的 300～500 克蔬
菜量。

处理不当易感染 轻食中蔬果未
经高温烹煮， 又经过长时间的存放，
很容易导致病菌大量增殖。 有些轻
食甚至用生鱼片、 生牛肉， 增加了
感染细菌和寄生虫的风险 。 因此 ，
为了保证食品安全， 应尽量选择食
品安全等级为 A 级或 B 级的餐厅购
买轻食。

除此之外， 轻食也有很多陷阱，
比如所谓的一些自制健康饮料和甜

点， 糖和油含量都不低， 还有的搭
配高能量的沙拉酱以及水果， 比如
牛油果， 这些食物都不利于体重控
制。 可见， 轻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
那么完美。

相对于轻食， 我们日常食用的
白米饭和炒菜等家常菜， 容易获得
充足的热量， 但由于主要是精制谷
物， B 族维生素、 矿物质和膳食纤维
损失较多， 再加上一些家常菜往往
放入较多的盐和油， 因此， 属于热
量较高而营养不足的饮食方式。 但
是只要稍加调整 ， 做到合理搭配 ，
家常饭也能实现 “轻食”。

主食尽量选择全麦馒头、 荞麦
面、 玉米面， 白米中加入糙米、 黑
米、 小米、 红豆等食材， 做成杂粮
饭。 粗细搭配不仅可以提高营养价
值， 降低总热量， 还能增加饱腹感。
再准备一份瘦肉、 豆制品或者蛋类，
提供充足的优质蛋白质， 避免减肥
时造成的肌肉流失。 最后再搭配一
些深色蔬菜 ， 比如西蓝花 、 菠菜 、
胡萝卜、 南瓜等， 补充维生素、 矿
物质和膳食纤维。 烹调方式尽量多
采用少油少盐的， 如蒸、 煮、 烤等，
避免油煎、 油炸和爆炒。 如果生食
蔬菜 ， 可以用醋 、 蒜泥调汁凉拌 ，
不仅热量低 ， 且具有一定的抑菌 、
杀菌的作用 ， 降低食品安全风险 。
这样搭配出的轻食， 热量适宜， 营
养均衡， 也更安全。

至于每类食物的量， 膳食宝塔
给出了相关的建议， 具体分配到每
一餐中， 主食的量比如米饭、 面条、
馒头， 最少 1 个拳头， 鱼禽蛋瘦肉
等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 1 个拳头 ，
蔬菜大概 2 个拳头。 食物总量能吃
到七分饱， 在下顿饭进餐前没有明
显饥饿感即可。

其实， 轻食更多的是一种健康
的饮食理念， 选择健康的食材， 实
现合理的搭配， 加上少盐少油少糖
的烹调方法， 在保持健康体重的同
时， 还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

中国注册营养师 薛双环

������近年来， 各种各样的紫色
食物走俏市场 ， 深受市民欢
迎。 紫色食物富含花青素， 对
人体健康有诸多好处。

增进视力 花青素能增进视
力， 改善视力模糊、 眼睛干涩
等眼部问题。 可保护经常使用
电子产品的人免受蓝光伤害。

抗皮肤老化 花青素被誉为
“口服的化妆品”， 可保持皮肤
水嫩， 预防皱纹。 2009 年的一
项研究发现， 蓝莓中的花青素
有助于逆转紫外线对皮肤的伤
害， 延缓皮肤中胶原蛋白因年
龄增长而降解的问题。

预防心血管疾病 花青素可
保护心血管， 维持血管弹性，
改善血液循环。 还可保护心肌

和心血管免于自由基氧化的伤
害， 同时还有助于复原心血管
系统， 帮助修复损伤的组织。
2013 年一项进行了 18 年的研
究发现， 每周吃 3 次或以上紫
色食物的妇女， 就能降低 32%
的心脏病风险。

提升免疫力 改善发炎过敏
发炎是身体为了保持健康而不
可或缺的保卫机制， 但如果发
炎失控， 无法很快地结束而演
变成慢性发炎， 身体就会不断
消耗能量， 长久下来会出现各
种毛病。 自由基正是一种可引
起发炎的物质， 而花青素能保
护身体免于自由基的伤害， 还
可提升免疫力、 改善过敏。

王祖远

������在日常生活中， 糖尿病患
者本来就需多加注意饮食方面
的一些禁忌， 再加上高血压，
更是容不得马虎。 那么， 糖尿
病伴有高血压的患者应该怎么
吃呢？
一、 食盐需控制

对于患者而言， 体内的食
盐含量一旦过多， 便会加剧高
血压的风险。 所以， 患者日常
饮食需注意控制盐量， 并尽可
能地避免食用咸菜、 火腿以及
黄豆酱等食物。 当患者出现了
心力衰竭以及咳喘气短等症
状， 饮食应以清淡食物为主。
二、 糖果应忌食

对于含蔗糖、 葡萄糖以及
蜜糖的糖果和食品， 患者应少
食； 对于土豆以及山药等淀粉
丰富的食物， 也要少吃。
三、 油腻食物要少吃

患者还需注意少食油腻的
食物， 特别是那些高胆固醇和
高脂肪的食物， 比如动物肝脏
（猪肝、 牛肝等）、 奶油以及蛋
黄等。
四、 多吃新鲜蔬菜

患者通过补充维生素， 可
有效防止血管发生硬化的情
况。 蔬菜富含维生素， 患者在
日常饮食中可以多吃芹菜、 菠
菜以及白菜等。
五、 多食富含纤维的食物

多食海带以及紫菜等富含
纤维的食物， 可有效延缓脂肪
和糖的吸收， 患者在搭配饮食
时可将其纳入菜谱中。
六、 遵循少食多餐的原则

为控制餐后的血糖水平， 患
者还应遵循 “少食多餐” 的原则，
保持食量不变， 分多次食用。
长沙市三医院神经内科 杨茜

“轻食”这样食
才更健康

�������近年来， “轻食” 成为年轻人舌尖上的新宠。 在各大外卖平台上，
更有许多轻食店月售几千份， 可以看出人们对它的青睐。 所谓轻食，
最早源自欧洲的下午茶， 是相对传统意义上的“正餐” 来说的， 并没
有什么严格的定义， 只是具备了份量轻、 能量低、 食用方便等特点。

������南瓜藤， 是极易生长的一
种蔬菜。 每到暑夏， 回乡下老
家走走， 房前屋后的院子里，
早已被南瓜藤蔓延得郁郁葱
葱， 还有朵朵金黄色的花儿点
缀其中 。 一把南瓜藤有叶 、
藤、 茎、 果， 四位一体， 盛在
一盘里纠结缠绵， 姿态袅娜。

南瓜藤做菜好吃但是难打
理， 摘拣讲究技巧。 母亲说，
南瓜藤是工夫菜， 只有亲自体
验， 才知其中究竟， 而工夫全
在指尖上： 叶子要细嫩新鲜，
采摘以外形匀齐、 色泽碧绿光
润为佳。 需先将南瓜藤上有碍
口感的老皮掐干净， 跟剥蚕丝
似的， 根根线线， 不绝如缕，
余下褪掉筋络的部分才软嫩可
口。 炒南瓜藤要多放油， 油少
了口味就不好。 油锅加热， 放
入红椒、 蒜瓣炒香， 倒入拣好
洗净的南瓜藤， 几下翻炒， 一

盘脆生生、 绿莹莹的南瓜藤就
完成了。 如果是凉拌， 加入香
油、 芝麻， 那浓浓的香味就会
让你食欲大开。

医学研究发现， 南瓜藤有
辅助戒烟作用， 可补气扶正、
提神醒脑、 解毒、 祛痰， 还可
改善因吸烟而引起的咳嗽、 多
痰、 口干、 舌燥等症状。 久咳
不愈时， 将南瓜藤剪去头,插入
瓶中,令其汁液流出 ,24 小时后
取汁用开水冲服， 有缓解久咳
不愈的疗效。

南瓜藤的嫩茎和叶可做多
种佳肴， 可汤、 可做馅……已经
被人们发挥到了极致， 也成了大
家餐桌上一道喜欢的家常菜。

夏呤

糖尿病伴高血压患者该怎么吃?

紫色食物 养眼又护心

南瓜藤： 可食又可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