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摇呀摇， 摇到外婆桥， 外
婆带我掐豆苗。 豌豆尖儿甜又
香， 外婆给我做蛋汤……” 想起
儿时咿呀哼唱的这首童谣 ， 就
想起了豌豆尖儿那又鲜又嫩的
美妙。 豌豆尖是开春的豌豆苗
顶层的嫩芽嫩茎， 其柔弱如蔓，
鲜嫩清香 ， 色泽碧绿如翡翠 ，
仅是看着， 就有种醒目 、 舒心
之感。

掐豌豆尖儿有学问 ， 不能
用剪刀剪 ， 更不能用快镰割 ，
必须用手 “掐”。 在豆苗上方一
两寸许， 感受它的 “嫩度” 恰恰
好， 才能掐下来。 豌豆苗历经寒
霜打压， 那份鲜香之味、 青嫩之
气、 爽脆之感， 都集中在芽尖一
段儿， 这样口感才顺滑熨帖， 香
味清爽迷人。

豌豆尖营养丰富 ， 富含纤
维素、 维生素 C、 胡萝卜素、 叶
黄素和镁等营养元素 。 从中医
角度来讲， 豌豆尖味甘、 性平，
具有清热利湿、 解毒凉血的功
效， 可缓解口舌生疮 、 大便干
燥、 牙龈肿痛等疾患， 是一剂良
药。

豌豆尖的吃法多种多样， 可
生食可清炒、 可做粥可汆汤、 可
做火锅配菜， 无论怎样吃， 其清
香、 鲜嫩、 爽脆之味都特别迷
人。 清炒最简单， 火要急、 手要
快， 热锅里沸油加了佐料略炸，
将一筐泛着绿波的豌豆尖儿入
锅， 翻炒两下， 最后加上少许蒜
泥， 掂一掂即可出锅， 那油油的
绿意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往往此
道素菜一上桌， 最先吃光的即是
它了。

最美味的是用豌豆尖汆汤，
不论是肉丸汤、 酥肉汤 、 泡蛋
汤， 还是蛋花汤、 疙瘩汤、 紫菜
汤， 哪怕红火火、 热滚滚的各色
火锅， 最后只要将豌豆尖入锅
一汆， 就是绿油油、 鲜爽爽、 清
新新的一片， 肉蛋依附豌豆尖
的清鲜， 豌豆尖吸纳了肉汁蛋汤
的美味， 热乎乎入口， 真乃齿颊
流香， 缭绕入心。

刘琪瑞

������春天是孩子长个的关键时期， 药
补不如食补， 大家更愿意在日常生活中
潜移默化地强壮体魄。 每年立春到清明
节期间， 有一种海鲜最为肥美， 甚至被
称为 “海中牛奶”， 它就是生蚝。

生蚝的营养价值
1.每 100 克生蚝 （可食部） 含钙

量约为 130 毫克， 与牛奶中的钙含量
相当。

2.生蚝还富含微量元素锌及牛黄
酸， 锌元素能促进发育、 智力增长；
牛黄酸可以促进胆固醇分解， 有助于
降低血脂水平。

3.生蚝含有维生素 B12， 具有活跃
造血功能的作用。

生蚝怎样处理？
清洗： 提前准备一盆温开水， 并

往水里添加适量的盐或苏打； 随后将
生蚝放进水里浸泡 10 分钟左右， 期
间往盆里倒一点食用橄榄油。 清洗时
戴上胶皮手套， 用软毛刷将生蚝外壳
的细沙全清洗整洁， 打开生蚝后把内
脏全部除掉， 最终再用流动清水稍微
清洗生蚝肉即可。

开壳： 生蚝非常难撬， 最好有生
蚝专用工具或者一字螺丝刀， 如果都
没有， 可以用勺子的柄来撬。 插入生
蚝头部 (尖部)， 快速划向侧边撬开，
动作要快， 使生蚝肉上没有碎壳粘连。

生蚝的最佳搭配
1.粉丝。 生蚝上锅之前一般都要

加一点生抽， 盐分会使其水分析出，
这些新鲜的汁水与有吸水性的粉丝组
合可以说是绝配。

2.蒜末。 大蒜性温热， 和性寒的
生蚝一起烹饪， 既可以有效增添风味
遮盖腥味， 大蒜中所含有的抑菌物质
又能够有效杀灭细菌， 吃起来更健康。

生蚝虽好， 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
虚谨慎食用。 另外， 生蚝属于海产品，
每 100 克生蚝的嘌呤含量为 153 毫克，
属于中度嘌呤含量， 高尿酸症、 痛风
患者不适合一次性吃太多生蚝。

暖暖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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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吃进高嘌呤食物之后， 嘌
呤在体内进行代谢， 主要通过肾脏
代谢成为尿酸， 如果尿酸过多， 就
会累积在关节表面， 形成痛风石，
痛风石造成关节的红肿热痛， 非常
痛苦。

所以远离痛风， 要从管控自己
的饮食做起。 在饮食中尤其要注意
饮品。 很多人认为自己患上痛风的
主要原因是 “酒”， 的确， 所有的
酒都含酒精， 酒精会促进嘌呤的吸
收。

此外， 酒在体内促发的一些反
应产生的乳酸比较多， 乳酸和尿酸

是竞争性排泄的关系， 乳酸过多会
减少了尿酸的排出， 所以， 尿酸高
的人一定不可饮酒。

不过，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除
了酒， 这三种 “水”， 同样会升高
尿酸。

1.肉汤 高尿酸者一定要少喝
包括骨头汤、 火锅汤、 浓肉汤、 羊
杂汤等在内的肉汤。 这是因为， 用
肉或骨头熬成汤后， 汤汁的嘌呤含
量大大提高， 饮用这样的汤， 非常
容易导致尿酸升高。

2.果汁 果汁中含大量的果糖，
不仅会阻碍尿酸的代谢， 还会升高

尿酸。 高尿酸血症患者不可大量饮
用果汁。

3.含糖饮料 含糖饮料往往会
添加果葡糖浆， 大量饮用会影响嘌
呤的代谢， 导致尿酸水平升高。

对于高尿酸患者， 真正该喝的
是白开水 。 白开水一天可以喝到
2500 毫升。 伴有痛风结石、 肾结石
者， 可以喝 3000 毫升。 当然 ， 慢
性肾功能不全的患者， 水肿、 心衰
等一些特殊病人喝水也要限量， 以
免发生危险。

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
教授 于康

“会吃”也有助于预防肝癌
相较于其他癌症， 肝癌

起病十分隐匿， 早期几乎没
有任何症状， 或仅有一些非特异

性的症状， 发现时往往已经是中晚
期， 病情复杂， 治疗困难， 预后较
差。 这就提醒我们， 生活中的预防更
重要， 在饮食方面， 我们可以减少这

些不良因素， 增加有益的营养
素， 预防肝癌的发生。

“海中牛奶”生蚝

除了酒， 高尿酸者还需警惕这 3种“水”

清鲜爽口豌豆尖

尽量避开这些肝癌诱因

1.少饮酒 饮酒后， 乙醇可直
接进入人体的血液循环， 被体内
的乙醇脱氢酶氧化分解， 形成对
人体肝脏有极大毒性的乙醛； 另
外， 酒精会抑制肝细胞的再生，
加重肝炎患者的受损程度。

研究发现， 58%的肝癌都与
酒精有关， 每天规律饮用 3 杯啤
酒， 就可以成为肝癌的一项独立
危险因素 。 每天每增加 10g 酒
精， 患肝癌风险增加 4%。

2.少吃药 “是药三分毒 ”，
而肝脏作为 “解毒器官”， 会参
与药物代谢， 分解有毒物质。 一
些化疗药物、 抗结核药、 抗生素
等 ， 包括何首乌 、 白鲜皮等中
药， 都存在一定的药物性肝损伤
风险， 用药时一定要遵医嘱， 甚
至配合肝功能检查。

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要自行采
摘、 服用中草药， 以免误服、 滥
服， 引发更大的健康危机。

3.低脂饮食 肝脏是脂肪代谢
的重要场所。 脂肪消化所需的胆
汁， 是由肝分泌的， 高脂食物摄
入越多， 对肝脏负担越大。

长期脂肪摄入过多， 来不及
被代谢， 就会积压在肝细胞内造
成损害， 也就是我们常见的 “脂
肪肝”。

4.坚决不吃霉变食物 发霉的
食物会产生具有致癌作用的黄曲
霉素。 黄曲霉素急性中毒表现为
急性肝损伤； 慢性中毒会出现肝
纤维化、 肝硬化甚至肝癌。

因此果仁和谷类等出现发黑、

味苦， 甚至有黄绿色霉菌， 一定
不要再吃！ 不管是去掉发霉部分
还是经过高温都不要继续食用。

巧用营养素护肝

B 族维生素 B 族维生素能
加速物质代谢， 让它们转化成能
量， 不仅能给肝脏 “加油”， 还
能修复肝功能 、 防止肝脂肪变
性 ， 进而起到预防脂肪肝的作
用； 此外， 还有助于肝细胞蛋白
质的合成， 加速肝组织再生， 增
加肝脏解毒能力。 B 族维生素是
水溶性维生素 ， 多见于动物肝
脏、 瘦肉、 奶类、 蛋类、 蘑菇、
坚果等中。

虾青素 根据临床试验的结
果， 确认了虾青素抑制脂肪在肝
脏内的沉着与积蓄作用。 另外对
于肝脏炎症， 虾青素可通过抑制
脂质过氧化， 刺激细胞抗氧化系
统， 来避免组织肝脏的损坏。 海
带 、 裙带菜 、 紫菜 、 虾类 、 蟹
类、 贝壳类等都含有较丰富的虾
青素。

硒 很多慢性肝炎或肝硬化患
者的血硒水平比正常人低。 临床
研究也证实， 适当的补充硒元素
对慢性肝病有一定的治疗和保护
作用。 肝脏缺少了硒， 谷胱甘肽
过氧化物酶的活性就受到抑制，
肝脏就会失去应有的生理功能，
而造成体内自由基、 脂质、 过氧
化物和其它毒素大量堆积， 诱发
一系列疾病 。 可适当吃动物内
脏、 鹌鹑蛋、 海鲜等含硒元素的
食物。

国家二级营养师 丁敏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