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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要求
禁止制售这些食物？

冷荤、 生食： 冷荤类食品由于是
提前准备好的， 而食堂需要处理的食
物量大， 保存不当很容易变质， 容易
诱发细菌性食物中毒。 而生食也容易
感染食源性的疾病， 如寄生虫、 副溶
血性弧菌等。

裱花蛋糕： 这类蛋糕在制作时需
要用到奶油，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如
果奶油没有合适的包装保护、 适宜的
温度保存， 很容易受到外界污染， 容
易变质， 从而引起腹泻、 腹痛等肠胃
炎症的发生。

四季豆： 四季豆在未被充分煮熟
时会含有凝集素等物质， 我国因食用
未熟的四季豆等菜豆类而发生的食品
安全问题最为频繁， 少量摄入也可导
致中毒， 误食后两小时后就可出现头
疼头晕、 四肢发麻、 恶心腹痛、 急性
喷射状呕吐和腹泻等， 需特别注意烹
调方法。 集体食堂的食物加工量大 ，
翻炒容易受热不均， 存在较高的食品
安全风险。

鲜黄花菜： 鲜黄花菜中含有一种
生物碱， 吃后可能会引起食物中毒 ，
它能引起恶心、 呕吐、 腹痛、 腹泻等
症状， 食堂加工食材比较粗糙， 所以
要尽量避免制售鲜黄花菜。

野生蘑菇： 野生蘑菇难以分辨有
毒或无毒， 一些野生的毒蘑菇与食用

菇类外形相似， 鉴别
需要具备专业知识并借助

一定的仪器设备， 仅靠肉眼和根
据形态、 气味、 颜色等特征难以辨别。
误食毒蘑菇， 肝损害型中毒最为凶险，
表现为恶心、 呕吐、 肝区疼痛等症状，
部分患者可能会伴有精神症状。

发芽土豆： 土豆发芽时， 在出芽
的部位产生许多酶。 在这个物质转化
过程中， 会产生一种叫做龙葵碱的毒
素， 而变青、 发芽、 腐烂的土豆中龙
葵素可增加 50 倍或更多。 如果一次性
吃进过多龙葵碱容易出现喉咙瘙痒 、
烧灼感、 胃肠炎， 重者还可能出现溶
血性黄疸。

五点判断食堂卫生是否安全

《通知》 还提出了一系列规范学
校食堂卫生安全的要点， 综合下来可
以从以下五点来判断食堂卫生是否安
全。

1.�查看学校食堂配套设施。 《通
知》 中提出， 学校食堂与有毒有害场
所及其他污染源应保持规定的距离 。
食品处理区、 就餐区或附近应配备足
够的洗手设施和用品。 我们可以查看
食堂餐区与排水沟、 下水道等污染源
是否保有一定的距离， 餐区附近是否
有洗手池和洗手液等。

2.�查看学校食堂是否取得食品经
营许可证。 不管学校食堂是自主经营
还是外包经营， 都需要获得食品经营
许可证。

3.�有食品来源公示更放心。 除开
禁止制售的食物， 各地和学校要加强
冷链食品安全管理， 保证食品可追溯。
有些学校会将每日采购的原材料公示
出来， 包括数量、 价格、 采购地点等，
这样的做法能让学生吃得更放心。

4.�食物搭配应合理健康。 《通知》
中提出， 学生餐应做到品种多样、 营
养均衡， 搭配多种新鲜蔬菜和适量鱼
禽肉蛋奶 。 合理加工 、 烹饪学生餐 ，
减盐、 减油、 减糖， 少用煎、 炸等可
能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烹调方式。 学
生餐从烧熟至食用间隔时间不得超过
两小时， 食品成品按规定量留样 48 小
时以上。

5.�食堂环境应卫生整洁。 环境也
是检验学生食堂卫生安全的重要指标，
学校食堂应保持内外环境整洁， 地面
保持干燥， 定期进行清洁消毒， 每餐
后通风换气 30 分钟以上， 及时清除餐
厨废弃物， 垃圾分类处理。 还可以观
察食堂工作人员有没有佩戴口罩和工
作衣帽。

国家二级营养师 丁敏敏

排骨和黄豆堪称绝
配。 黄豆中富含的膳食纤
维和植物固醇有助人体减
少对排骨中含量较高的脂
肪和胆固醇的吸收 ， 同
时， 黄豆还能起到一定解
腻作用。 此外， 黄豆的优
质植物蛋白， 能与排骨中
的动物蛋白互补， 更有利
于营养和健康。

具体做法： 将黄豆洗
净提前浸泡一晚； 把排骨
洗净切块后先用沸水焯
烫； 把排骨、 黄豆和浸泡

豆子的水一起放入砂锅当
中， 加入适量冷水， 再加
入姜片、 茴香、 月桂叶等
调料； 用大火烧开， 然后
改成微火慢炖， 直到汤香
气扑鼻、 肉柔软好嚼、 黄
豆软烂为止。

来源： 本报微信公众号

每年 9 月的第三周为
“915” (就要 5 克） 全民减
盐周。 基于科学依据， 世界
卫生组织在 2013 年发布的
《成人和 儿童钠摄入量指
南》， 建议每人每天食盐不
应超过 5 克 （≈2000 毫克
钠）。 怎样才能把减盐落实
到餐桌， 做到减盐不减鲜，
健康又美味？

1.�尝试用食材提味 像
花椒、 大料、 葱、 姜、 蒜、
辣椒、 胡椒、 孜然、 洋葱、
醋都有独自的风味， 烹调时
用它们来提味， 少放点盐菜
也好吃。

2.�少吃咸菜咸酱 榨菜、
泡菜 、 酸豆角 、 酸菜等咸
菜， 跟新鲜蔬果比， 不仅高
盐， 腌制过程也损失了很多
营养比如维生素 C， 所以要
少吃。

黄豆酱 、 甜面酱 、 腐
乳 、 臭豆腐 、 豆豉也很高
盐， 如果就喜欢它们的特殊
风味 ， 可以盛到碟里一点
儿， 加些水搅匀再淋到菜里
或者蘸菜吃 ， 如此调味均
匀， 就能避免多加盐。

3.�少吃高盐包装食品
很多包装食品都是高盐选
手， 比如大家常吃的方便面
一包含盐约 6 克、 一把 100
克的挂面含盐约 4.9 克。 另
外， 很多零食虽然吃起来不
咸， 但也可能加了不少盐，
比如一包 80 克的辣条含盐
约 4.3 克 、 10 颗话梅 40 克
含盐约 3.2 克……之所以吃
起来不怎么咸， 很大可能是
添加了不少糖， 掩盖了部分
咸味。

4.�学会计算盐含量 拿

一款挂面举例， 营养成分表
显示 ， 每 100 克挂面含有
618 毫克钠 。 钠含 量 除 以
400 就是盐含量 ， 即吃 100
克该挂面摄入的盐是 1.5 克，
占了一天盐摄入量的 25%。
其他食品也可以按照这个方
法来计算含盐量。

5.�外出就餐选择低盐菜
品 餐厅为了迎合大众的口
味， 菜的盐含量普遍不低，
做到下面 3 点才能控好盐。

点餐的时候叮嘱厨师少
盐 ； 尽 量 少 点 带 有 “熏 ”
“卤” “酱香” “腌” “红
烧” “豆豉” “泡菜” “酸
菜” 这样字眼的菜； 点一份
清汤或要一碗水， 将菜肴过
一下， 能去掉不少盐。

6.�逐渐减少钠盐摄入
重口味的饮食习惯可不是一
两天养成的， 因此减盐也得
循序渐进， 如果一下子降太
多 ， 无法突然接受太 “清
淡” 的口味， 自然坚持不下
去。 具体你可以这么做： 减
少外食， 比如早餐在家吃，
煮蛋器预约蒸蛋 ， 即食燕
麦片现冲现喝 ， 洗漱功夫
就能蒸个玉米或地瓜 ， 如
此规划完全可以快捷地吃
上低盐营养早餐 。 做菜少
用红烧 、 盐焗 、 酱制 ， 简
单焖煮 炒 淋 上 提 鲜 酱 油 ，
味道也会不错。

7.�关注调味品 减盐需
要从一餐一食做起， 跟盐相
比， 像酱油、 蚝油、 鸡精等
调味品有提鲜的作用， 所以
很多家庭做菜时调味品往往
放很多。 如果没关注调味品
的钠含量， 也容易钠超标。

国家注册营养师 谷传玲

近日， 教
育部联合市场
监管总局、 国
家卫生健康委
印发 《关于加
强学校食堂卫
生安全与营养
健康管理工作
的通知》。 明
确提出， 中小
学校和幼儿园
不得制售冷荤
类、 生食类、
裱花蛋糕以及
四季豆、 鲜黄
花菜、 野生蘑
菇、 发芽土豆
等 高 风 险 食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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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 全民减盐周：

7个减盐技巧学起来

炖排骨加点黄豆
更利营养和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