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素食是现代人相当重要一种
饮食型态。 通常素食常见三种类
型， 第一就是纯素食， 任何动物
食品都不吃， 仅仅食用植物性食
品； 第二就是奶类素食， 除了植
物性食品， 还可食用奶类食品；
第三就是蛋奶类素食， 可以食用
植物性食品、 奶类、 蛋类。

植物性食物的铁质来源为干
果类、 豆类、 谷类等， 其所含铁
的型式较不易被人体所吸收， 像
这种情况可通过补充维 C 来达
到增加吸收的目的； 维 B12 仅在
动物性食物里面， 若缺乏会导致
恶性贫血， 不过， 人体对维 B12

需求量并不多， 若不是纯素食较
少出现缺乏症， 但针对孕妇、 乳

妇、 婴幼儿等应适度补充这种营
养素。

健康素食怎么吃， 人们应该
记住以下八个建议：

1. 吃素必须均衡摄取六大类
食物， 倘若没有特殊因素， 通常
建议选择蛋奶素或奶素， 如此一
来， 所获取蛋白质品质将跟非素
食者相同。

2. 食物互补作用可以得到足
够蛋白质， 比如米类食物可弥补
豆类食物甲硫氨酸不足， 豆类食
物可弥补米类食物离氨酸不足。

3. 经常使用全谷类食物获取
较高的 B 族维生素、 矿物质等
成分， 比如胚芽米、 糙米、 全麦
制品等。

4. 经常食用深绿色蔬菜， 以
便获得足够的维生素、 钙质、 铁
质。

5. 每天吃下两份水果， 尤其
是富含维 C 的水果， 可以帮助
铁质吸收。

6. 多吃天然豆制品， 包括豆
腐 、 豆皮 、 豆包 、 干丝 、 豆干
等， 但最好少吃加工类素食品。

7. 烹调时应适度使用食用
油 ， 避免过量摄取油脂 ， 油豆
腐 、 面筋等食物含有较高的油
量， 应控制食量。

8. 审视身体状况， 适时补充
综合维生素、 矿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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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饮食莫贪凉

炎热的夏季， 冰镇饮料或
啤酒虽然冰凉爽口 ， 能解一
时暑热 ， 但大量进入胃肠道
后 ， 不仅会导致胃肠道血管
骤然收缩 、 血流量减少 ， 引
起胃肠道痉挛性收缩 ， 引发
腹痛腹泻 ， 还会干扰肠胃的
正常蠕动 ,导致消化功能失调，
影 响 消 化 液 的 分 泌 。 因 此 ，
冷饮一定要适可而止 ， 既不
能喝得太多也不宜喝得太快 。
有慢性胃肠疾病史者 ， 最好
不要喝冷饮。

凉拌菜切记不要放入冰箱
冷藏， 因为凉拌菜本身就是细
菌性食物中毒的高危食品， 而
食物在冰箱中保存时间过久,各
类细菌尤其是大肠杆菌就会在
湿冷的环境中滋生。 取出食物
即食用， 细菌就会入侵胃肠引
发 “冰箱性胃肠炎”。

在日常生活中， 还应注意
生活细节， 合理搭配饮食， 不
要 “冷热同吃 ”， 因为温度的
骤然变化会造成胃肠黏膜不同
程度的损伤， 导致腹泻。 当出
现腹泻症状时， 要注意饮食清
淡， 可适当补充含糖盐水或补
盐液， 切莫停止进食， 避免发
生脱水引起的血液循环障碍和
少尿。

食用凉拌菜应注意卫生

凉拌菜不仅味美色鲜、 清
凉爽口， 且营养丰富， 深受人
们欢迎， 但在食用凉拌菜时应
注意卫生。

首先， 做凉拌菜一定要挑
选新鲜蔬菜， 要用清洁的水多
冲洗几遍， 对沟凹处的污垢要
抠挖干净。 菜洗净后， 用煮沸
的水烫几分钟。 切凉拌菜的刀
和案板， 最好也用开水冲烫消
毒， 不能用切生肉或切其他未
经烫洗过的刀来切凉拌菜。

其次， 拌凉菜时， 应用干
净的筷子， 不要用手拌。 一般
凉拌菜可加点葱、 蒜、 姜末和
醋， 既可调味， 又可起到杀菌
消毒作用。

最后， 做冷拌肉菜时， 肉
一定要先煮熟煮透， 切肉的刀
和案板也要和切生肉、 生菜的
刀、 板分开。

严防大肠杆菌

大肠杆菌主要是通过含有
大量病菌的食物与水传播， 因
此, 防止食物污染是避免感染最
有效的措施。 现在正值肠道传
染病高发季节， 更要注意饮食
卫生， 尽量不要到卫生条件差
的街头摊点就餐； 剩菜剩饭食
用前应彻底加热； 烹调食物做

到生熟分开 ， 防止交叉污染 。
若出现突起腹泻、 腹痛、 血性
粪便， 伴有低热或无发热症状，
应尽快就医， 不要擅用止泻药
或抗生素， 并向有关监管部门
报告， 以免延误病情或造成疾
病传播。 大肠杆菌的传播在生
活中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通过食物传播 大肠杆菌主
要是通过被污染食物而引起人
的感染。 动物来源的食物， 如
牛肉、 鸡肉、 牛奶、 奶制品等
是经食物传播的主要因素， 尤
其是在动物屠宰过程中， 牛肉、
鸡肉等更易受到寄生在动物肠
道中的细菌污染。 另外， 其他
食品如蔬菜、 水果等， 若被污
染也可造成人类染病。

通过水传播 肠出血性大肠杆
菌在外环境中的生存能力较强。
被污染的水体如游泳池、 湖水及
其他地表水等都可造成传播。

密切接触传播 人感染肠出
血性大肠杆菌后， 常通过密切
接触的方式把细菌传染给家人、
朋友等。 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
过程中， 由于接触传播时感染
剂量小或细菌毒力减弱， 二代
病人症状往往较轻， 很少出现
出血性肠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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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孝谊 彭璐 整理）

������常言道 “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
酱醋茶”， 食盐是百姓生活中必不可
少的调味品。 在超市选购食盐时， 常
常会看到包装上的配料表有 “亚铁氰
化钾”， 令人不禁联想起有毒的氰化
物， 它们是一回事吗？ 其实， 消费者
对此大可放心。

一、 亚铁氰化钾在食盐中广泛应用
食盐吸潮结块是常见现象， 在我

国南方地区尤为普遍， 多少会影响使
用。 抗结剂可以延缓或阻止食盐结
块， 食盐是否需要添加抗结剂主要取
决于其颗粒大小， 研磨较细的精制盐
通常需要， 而大粒粗盐则无需添加。
目前， 国内外食盐均可添加抗结剂。
国际食品法典允许使用亚铁氰化钾、
亚铁氰化钠、 亚铁氰化钙三种抗结
剂， 欧盟、 日本、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按此规定； 中国和美国则只允许使用
亚铁氰化钾， 但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制
定的限量值基本一致。

二、 亚铁氰化钾安全性高
亚铁氰化钾和氰化钾虽然字面上

接近， 但化学性质有很大差异。 亚铁
氰化钾的氰根与铁离子结合紧密， 稳
定性很好， 在亚铁氰化钾的溶液中几
乎检测不到有毒的氰根离子， 且亚铁
氰化钾的分解温度在 400℃以上， 此
时食物已成焦炭。 即使亚铁氰化钾
真的能释放氰根， 也需要一次摄入
几十斤食盐才可能导致中毒， 这在
生活中是不可能的。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和
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食品添加
剂联合专家委员会 （JECFA） 的数
据， 亚铁氰化钾终生摄入的安全剂
量为每公斤体重 0.025 毫克。 以目前
国家标准中的限量值 （每公斤 0.01
克， 以亚铁氰根计） 推算 （实际用量
约为限量值一半）， 大约相当于一个
体重 60 千克的成年人每天至少吃 3
两 （150 克） 食盐， 这显然不符合正
常的饮食习惯， 也不可能达到中毒
量。

三、 其他抗结剂
目前可用于食品中的抗结剂常见

的还有二氧化硅、 硅酸钙和柠檬酸铁
铵， 食盐中为什么不用这几种呢？ 食
盐的现行标准 《食用盐 》 （GB/T
5461-2016） 要求， 食盐中不溶于水
的杂质不得高于 0.2%。 如果使用二
氧化硅或硅酸钙 ， 添加量至少达
0.3%才能获得理想的抗结效果， 但
它们不溶于水， 超出了国家对不溶
于水的杂质的限量。 柠檬酸铁铵的
抗结效果不如亚铁氰化钾， 每千克
食盐至少要添加 20～25 毫克柠檬酸
铁铵才能达到抗结效果， 而亚铁氰
化钾只需添加 5 毫克， 且柠檬酸铁
铵会使食盐呈现淡黄色， 感官上不
易被消费者接受。

食盐中的亚铁氰化钾
有毒吗？

吃健康素食的八个建议

天热肠胃“脆弱”
防“病从口入”

�������
夏天天气炎热， 苍蝇、 蚊

子等病媒生物滋生活跃， 饮用水
容易被污染， 加上人们喜欢吃凉菜、
部分人群有喝生水的习惯等都易引起
腹泻、 恶心、 呕吐。 因此， 只有严把
“病从口入” 关， 才能让我们脆

弱的胃肠少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