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苹果在水果中是再寻常
不过的一种， 但是关于它的
“是是非非” 却不少， 这篇文
章就来一一还原真相。

苹果皮超营养， 吃苹果
别削皮？ 苹果皮确实很营养，
不过爱削皮就削皮。 苹果皮
的抗氧化成分比果肉要高 。
研究表明， 苹果皮中的抗氧
化成分酚类化合物和类黄酮，
分别是果肉的 2~6 倍 、 2~3
倍， 因此苹果皮的抗氧化活
性是果肉的 2~6 倍。 如果不
喜欢苹果皮的糙， 或者想最
大化减少农残， 那削皮就是
了。

饭前吃个苹果有利于减
肥？ 控制总能量才是关键 。
苹果富含的果胶可以增加饱
腹感， 理论上确实有利于减
肥。 不过， 由此增加饱腹感
而少吃的几口食物， 如果能
量还没有苹果的能量高， 那
可减不了肥。 饭前不管吃不
吃苹果， 都要吃到撑， 更减
不了肥。 想要饭前吃点啥来
增加饱腹感， 最好选能量比
苹果低， 膳食纤维也丰富的
食物， 啃个黄瓜、 西红柿更
靠谱。

苹果打的蜡不能吃？ 如
果能接受口感， 完全可以吃。

其实就算不打蜡， 苹果表面
也会自带一层蜡质， 这是苹
果分泌出来用于保护自己的，
这层蜡比较薄， 平时咱们直
接吃苹果可能吃不出来。

苹果采摘后， 需要分选
清洗， 这层薄薄的蜡质可能
被破坏， 所以为了防止微生
物入侵、 水分散失， 保护苹
果运输中不被擦伤， 延长货
架期 ， 还会再对苹果打蜡 。
国标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允许用的蜡有果蜡、 巴西棕
榈蜡等完全可以吃。 不过如
果你就是能吃出来蜡的感觉，
还不喜欢， 那就削皮吧。

长了霉斑的苹果削掉一
块再吃？ 最好不吃。 苹果霉
变会产生展青霉素， 食用后
可能会出现恶心、 腹痛、 腹
泻等食物中毒症状。 而展青
霉素可以通过水果汁从腐烂
的部分向未腐烂的部分渗透、
扩散。 保险起见， 霉变的苹
果最好扔掉。

国家注册营养师 谷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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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认知 1： 只有吃蔬菜沙拉
和全麦面包才是健康饮食。

这份指南中说到， 由于人们的
民族地区、 文化传统、 收入水平和
口味喜好都不一样， 没有必要都吃
同一个健康食谱。 只要掌握健康膳
食模式的基本要求， 营养合理的食
物可以使用不同的食材， 做成不同
的口味， 不同的风格。 只要各类食
物的数量比例合理， 总能量不超标，
健康饮食可以做成美国版、 欧洲版，
也可以做成南亚版、 中国版。

在每一类食物当中， 都要尽量
选择营养素密度高的产品， 注意控
制饱和脂肪、 糖和盐的量， 但并不
规定你必须吃哪种蔬菜、 水果， 或
者哪种谷物、 坚果。

错误认知 2： 健康饮食就是很
多食物不能吃， 三餐都要有饥饿感。

这份指南强调要把注意力放在吃
高营养素密度的食品上。 健康饮食不
是总想什么东西不能吃， 而是要多想
想如何把那些健康的食材吃够， 吃对
比例。 吃足了该吃的食物， 自然就不
会执着于那些不该吃的东西了。

在这份指南中指出， 谷物、 蔬
菜、 水果、 奶类和其他蛋白质食物，
包括瘦肉、 鱼虾、 坚果和豆制品都
要吃。 只要优先挑选脂肪、 糖、 盐
含量低的品种， 并注意食材多样化
就可以了。 吃高营养素密度的食材，
身体得到足够的营养， 它就会感觉
到满足和愉快———无需每天和食欲
作斗争、 和饥饿作斗争。

错误认知 3： 要健康饮食， 就绝
对不能吃那些有糖、 有盐、 含饱和
脂肪的食物。

这份膳食指南告诉读者： 每天
的食物能量中， 有 85%要来源于那
些健康食物， 但还有 15%可以用来
享用满足口味的食物。 这样做， 既
可以让人们在选择各类食物时更加
容易， 同时也能享受到口味的满足。

比如说， 一位成年女性 1800 千
卡能量摄入值的 15%是 360 千卡 ，
它大约相当于 400 克的全脂含糖酸
奶 ， 或者 100 多克的沙爹牛肉干 。

以这种方式来满足口腹之欲比乱吃
炸鸡蛋糕要合理得多。 只要绝大多
数日子遵循健康饮食要求， 每周有
一天吃少量甜食， 每个月有两三次
享用自己喜爱的大餐， 只要不达到
暴饮暴食的程度， 并不会影响身体
健康， 自己的心理也能得到满足。

错误认知 4： 碳水化合物有害健
康， 要尽量减少摄入量。

美国新指南并未提倡低碳水化
合物饮食。 和上一版指南一样， 它
建议健康人每日主食的至少一半来
自于全谷物。 推荐的每日谷物数量
大约是 180 克干重 （其中不包括薯
类和豆类等）。

谷物之所以被人诟病， 很大程
度上是因为它们往往不是以高密度
营养素的形式 （比如纯燕麦片、 全
麦馒头、 糙米饭等） 单独食用， 而
是加了盐加了糖加了饱和脂肪的状
态 （比如面包、 酥饼、 饼干糕点之
类）， 但这并不是谷物本身的错。

此外， 水果、 水果干也是碳水
化合物的来源， 该指南鼓励人们每
天摄取 2 杯量的新鲜水果， 同时肯
定水果干也有一定的健康作用。 纯
果汁不能替代水果的健康作用， 虽
非绝对不能喝， 但需要限量。

错误认知 5： 罐头蔬果和冷冻蔬
果都是营养垃圾。

在 2015 版的美国膳食指南中就
提到， 罐头蔬果和冷冻蔬果仍然具
有营养价值， 可以部分替代新鲜蔬
菜作为营养来源， 这次又重复了相
似的意见。

蔬果的营养价值， 不仅仅在于
提供维生素 C， 其中含有的钾、 镁
等矿物质、 类胡萝卜素、 维生素 K、
膳食纤维， 并不会因为冷冻和罐藏
工艺受到明显损失， 而其中的抗氧
化物质也有很多保留。 特别是冷冻
蔬果， 保留程度更高。

而我国居民的膳食纤维摄入量
是严重不足的。 所以， 家里可以备
一些冷冻的甜豌豆、 甜玉米粒、 豆
角、 蘑菇等蔬菜， 都是可以作为日
常配菜的。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博士 范志红

������从中医理论上讲 ， 冬季
确实是进补的好时节 ， 但并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 对于平
素畏寒怕冷、 四肢不温的体
虚人群而言， 适合在冬季进
补， 因为寒冷容易加重上述
症状， 而科学的食补可以有
效起到补虚助阳的作用。 对
于那些体 型肥 胖 ， 内 热 炽
盛， 平日痰多色黄、 腹满便
秘的人群， 则不适合在冬季
进补， 否则容易导致助邪生
热， 加重症状。 要提醒大家
的是， 进补是有讲究的， 不
是一味地大口吃肉 。 那么 ，
在冬季如何科学地饮食养生
呢？

宜选温补 平素体质虚弱，
常出现手足冰冷， 怕冷喜温
的人可以适当进食具有温补
作用的食物， 如牛羊肉、 韭
菜、 糯米 、 虾、 鸡肉等。 注
意不能过度温补， 燥热之品
进食过多也会造成津液亏虚。
因此， 饮食上要搭配一些较
为平和的食物， 如山药、 藕
片 、 白萝卜 、 木耳 、 莲子 、
黑芝麻等具有滋阴益精效果
的食材， 以发挥阴收阳长的
作用。

减咸增苦 冬季为肾经当
令之时， 而咸味入肾 ， 过食
咸味食物容易影响肾脏藏精
气化功能， 导致水肿。 所以，
冬季饮食应少食用榨菜、 酱
豆腐、 海米、 虾皮等咸味食
物， 适量进食苦味食物 ， 如
莲子心 、 苦荞麦 、 杏仁等 。
苦味入心， 可有效防止心火
上炎， 更可制约温补食物的
温燥之性。

少食生冷 冬季要避免大
量食用生冷寒凉的食物， 如
凉菜、 海鲜、 冰啤酒。 过食
生冷容易导致腹痛、 腹泻等
不适症状， 长期进食生冷则
可能造成人体脾胃虚寒， 阳
气亏损。

多饮温水 冬季室内暖气
开放， 容易导致人体津液耗
损， 出现口干舌燥、 皮肤干
燥等不适症状， 科学的饮水
习惯能很好地补充人体耗失
的水分 。 推荐饮用温开水 ，
健康成年人每天饮水 1500～
1700 毫升， 少量多次去主动
饮水， 不要等明显感到口渴
时再喝水。

北京中医医院营养科医师
张旭

美国新膳食指南发布
五大错误营养概念你“踩雷”了吗？

�������在 2021�新年之际， 美国发布了最新版的美国膳食指南。 这
个新版本的膳食指南长达几十页， 内容非常丰富。 如果仔细读一
下全文就会发现， 这个膳食指南中的很多说法， 和人们日常对健
康饮食的理解不太一样， 这里就给大家梳理一下。

冬季食补不是大口吃肉

关于苹果的
那些“是是非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