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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类年货近半为坚果
专家提示院坚果好吃别过量
据2015 年~2018 年野天猫年货节冶大数
据统计结果显示袁坚果在食品类年货中的消
费量最大袁占比高达 47.25%遥 也就是说袁消费
者在准备与野吃冶有关的年货时袁把近一半的
钱花在了购买坚果零食上遥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研究员刘爱玲表示院野坚果可作佐餐或零食袁
但不宜超量食用遥 冶
专家建议袁 坚果含有多种不饱和脂肪
酸尧矿物质尧维生素 E 和 B 族维生素袁适量食
用有益健康曰但坚果属于高能量食物袁推荐
每人每天摄入 10 克左右渊果仁部分冤遥 如摄
入超量袁则应注意控制总能量的摄入曰最好
选择原味坚果袁因为加工过程通常会带入较
多的盐尧糖和油脂袁选购时应注意阅读营养
标签遥 可根据消费量选择独立小包装坚果袁
既便于储存又可控制每日摄入量遥

春节
“硬菜”肉类消费火爆
专家提示院品种选择有讲究

野妈袁我要吃肉浴 冶这恐怕是春节期间游
子归乡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了遥 随着网购越

发便利尧冷链物流日趋完善袁生鲜类食品在
野天猫年货节冶食材采购中的占比逐年提升遥
大数据显示袁 生肉/肉制品在生鲜熟食品类
的销售占比从 2015 年春节期间的 16.1%提
升至 2017 年同期的 19.6%遥
野吃肉时应注意肉的种类和食用量遥 目
前我国多数居民摄入畜肉较多袁禽类和鱼类
较少袁易使部分疾病发生和发展遥 冶刘爱玲指
出袁不同肉类在营养组成上有所差别院鱼虾
类脂肪含量低袁 且含有较多不饱和脂肪酸曰
禽类脂肪含量也较低袁其脂肪酸组成优于畜
类曰其次是畜类瘦肉袁铁含量丰富遥
专家建议袁成人每日推荐的畜禽肉和鱼
虾类摄入量均为 40 克~75 克渊一两左右冤曰春
节期间聚餐较多袁应注意荤素搭配遥 摄入过
多肉类渊蛋白质冤袁易造成代谢负担甚至导致
高尿酸尧痛风等症状出现曰而冷冻肉类尧水产
品若长期储存会导致水分流失尧 口感变差袁
建议适量采购袁不要囤积曰另外少食烟熏和
腌制肉制品袁控制肥肉的摄入遥

“鲜果”
成年货消费畅销品类
专家提示院深色蔬菜应占一半

在 2017 年~2018 年野天猫年货节冶最畅
销的 10 大类土特产中袁新鲜水果独占三席遥
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尧食品
与营养科学传播联盟副秘书长钟凯介绍袁依
据天猫大数据袁北京人在年货消费中偏爱买
水果袁湖南和上海次之遥
专家指出袁虽然果蔬是必备袁但我国居
民的蔬菜摄入量逐年下降袁水果占比也处于
较低水平遥 节日期间袁消费者更要注意调整
膳食结构遥 成人每日推荐摄入蔬菜 300 克~
500 克渊1 斤左右冤袁种类要多样化遥 专家建议
摄入的蔬菜一半应为深色蔬菜袁如院红彩椒尧

曾经的寒冬腊月里袁很少看见绿叶菜的
踪迹袁但随着冷冻技术的成熟袁冷冻处理的
青菜尧水果尧肉类让大家吃得越来越新鲜,食
品种类也越来越丰富遥 那么袁这些食品的营
养如何呢钥 不少人认为冷冻食品的营养并没
ZXFK

专家支招

紫甘蓝尧菠菜等遥 而且袁酱菜不能替代新鲜蔬
菜遥 从营养角度来看袁腌菜和酱菜已经不属
于蔬菜类别袁且其食盐含量高遥
水果方面袁 成人每日推荐摄入水果 200
克~350 克渊半斤左右冤遥喝果汁不如吃新鲜水
果袁果汁含糖量高袁且丢失了膳食纤维等营
养素遥 尽量食用新鲜蔬菜水果袁如需馈赠或
储存袁应选择易于长期保存的种类遥

香米、新米成粮油类年货“明星”
专家提示院杂豆薯类都摄入
谁说现代人不爱主食钥 天猫大数据显
示袁 在米面粮油等基础产品的年货消费中袁
新米尧香米等品类销售火爆遥 野米面粮油的消
费升级表现明显袁 消费者由过去的只认价
格袁到近两年更多地关注品质尧口感袁并开始
为产品的品牌尧产地买单遥 冶钟凯表示遥
野节日期间袁应注重食用谷类食物袁同时
每天摄入杂豆尧薯类等遥 冶刘爱玲指出袁与精
制谷物相比袁全谷物含有谷物具备的全部天
然营养成分袁 如膳食纤维尧B 族维生素和维
生素 E尧矿物质尧不饱和脂肪酸尧植物甾醇袁
以及植酸和酚类等植物化学物袁对健康更为
有利遥
据了解袁 杂豆是指除大豆之外的红豆尧
绿豆尧花豆尧芸豆尧豌豆尧蚕豆等遥 杂豆脂肪含
量低袁富含钙尧磷尧铁尧钾尧镁等矿物质曰杂豆
还富含赖氨酸袁与谷类食物搭配食用袁可通
过植物蛋白质互补作用提高谷类营养价值遥
薯类低脂尧高钾袁富含纤维素和果胶等袁可促
进肠道蠕动袁预防便秘遥
六家机构的专家建议袁成人每日推荐摄
入谷薯类食物 250 克~400 克袁其中至少含全
谷物和杂豆类 50 克~150 克袁 含薯类 50 克~
100 克遥

进行采摘后袁依然会进行呼吸袁消耗内部的
营养遥 而且在进入超市尧蔬果市场之前袁都要
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输袁呼吸作用造成的营养
损失没有办法避免遥 而冷冻蔬果是在采摘之
后立即进行冻结保存遥 在很低的温度下袁呼
吸作用几乎停滞袁细菌等微生物也无法生长
繁殖袁反而更有利于保持蔬果的新鲜和营养
物质的保留遥
对于肉类来说袁 在温度极低的条件下袁
肉中的水分会被冻成冰晶袁导致蛋白质发生
冷冻变性和一系列理化性质的改变袁确实会
影响口感袁吃起来可能会比较干硬遥 但蛋白

白酒受节日酒桌欢迎

专家提示院喝酒适量不拼酒
酒类消费大数据显示袁啤酒尧国产白酒
和葡萄酒成为全国大部分省份消费者的酒
桌选择遥 以白酒为例袁江苏尧安徽尧新疆尧甘肃
等省份的国产白酒消费额最高遥 不过袁酒能
助兴也能伤人袁专家特别提醒院节日亲朋相
聚袁饮酒还须适量遥
刘爱玲指出袁 高度白酒所含能量高袁而
且几乎不含其他营养素遥 如要饮酒袁应尽量
饮用低度酒袁并注意适量遥 叶中国居民膳食指
南渊2016冤曳建议成年男性和女性每日最大饮
酒量不超过 25 克和 15 克渊以酒精量计算冤曰
孕妇尧乳母尧儿童少年尧特定职业者尧正在服
药人群尧患病人群等不宜饮酒遥

甜、咸“两派”必有一战
专家提示院拒绝油腻野重口味冶
甜尧咸两大野派系冶在野美食江湖冶上可谓逢
节必战遥 和多数人眼中的南北之争不同袁天猫
大数据显示袁上海尧江苏和新疆尧西藏等地居民
对甜味食品的偏好度更高袁而野火锅之都冶重庆
及海南的居民则热爱采买各种咸尧鲜尧酱味食
品遥 钟凯表示院野地域不同袁饮食口味有差异很
正常遥 但现代社会袁过度追求耶重口味爷已成为
很多消费者刺激味蕾的饕餮依赖遥 冶
对此袁六家机构的专家建议袁春节期间
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袁尽量避免或控制高
油尧盐尧糖含量的野重口味冶食物的选择与摄
入袁养成清淡的饮食习惯遥 成人每天食盐建
议不超过 6 克曰烹调油用量应在 25 克~30 克
之间曰糖每天摄入不超过 50 克袁最好控制在
25 克以下遥
渊宿志红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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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和矿物质的含量基本不会在保存过程中
发生变化袁 虽然会损失小部分可溶性蛋白
质尧盐类尧维生素等水溶性营养物质袁但并不
会影响核心营养遥
现代食品工业的冷冻技术已经非常成
熟袁 而且果蔬肉类食品的冷冻加工过程中袁
还会重新调整营养袁例如速冻水饺的馅料搭
配和营养组合甚至比家庭手工制作的还要
丰富均衡袁营养确实不低遥 大家只要选择正
规厂家的冷冻食品袁购买前仔细阅读冷冻食
品的营养标签袁就能够选到营养又美味的冷
冻食品遥
渊胡长利冤

冬季补水带点味儿
冬季以来袁 赵先生
每天早上起来都觉得嘴
里特别干袁 严重时嗓子
也疼遥 朋友告诉他一个
方子袁说可以缓解口干院
杨桃 2 个尧雪梨 2 个尧牛
腱肉 500 克尧蜜枣 1 颗尧
生姜 3 片袁杨桃尧雪梨洗
净削皮袁 切片袁 去掉果
芯曰牛腱洗净袁切成大块
后焯一下曰蜜枣去核遥所
有材料放入砂锅内袁加入清水 2000 毫升袁武火煲沸后改为
文火慢煲约一个半小时袁调入适量食盐便可遥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中医科教授于景献对此
很是赞同院北风吹来袁不少人早晨起来都会觉得口干袁缓解
该症状的关键在于防燥伤阴遥可多饮用一些具有清热润燥尧
酸甘养阴功效的汤水遥此方中袁雪梨水分大袁性略寒袁可以生
津润燥尧清热化痰袁且白色食物入肺袁对肺有保养功效曰杨桃
性微寒袁味甘尧酸袁可以清热生津尧除烦止渴尧利尿解毒曰牛腱
肉质厚尧滑袁有滋养脾胃尧补中益气尧强筋健骨的食疗作用遥
可见袁此汤确实有清肺利咽尧生津润燥的功效袁可改善咽喉
肿痛尧声音嘶哑尧烦热口渴尧痰多咳嗽或干咳无痰等症状遥杨
桃也可以换作橄榄袁其味甘酸性凉袁能清肺利咽生津尧化痰
醒神曰牛腱子也可换成猪瘦肉遥

冬季气候干冷袁室内常用暖气和空调袁造成水分流
失大袁皮肤干燥起皮袁鼻腔干疼遥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
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范志红认为袁如果喝白水效果不
好袁不妨试试一些野带点味儿冶的补水食物遥
淡蜂蜜水遥蜂蜜含有大量果糖袁吸水能力很强袁可以
将水分子带入小肠尧大肠袁延长在体内的停留时间遥但不
同口味的蜂蜜含糖量不一样袁补水效果也不同遥荆花尧槐
花蜂蜜的果糖含量较高袁 饮用时能更好地滋润嗓子曰枣
花蜂蜜多糖含量高袁止渴效果稍差一些遥范志红提醒袁足
够淡的蜂蜜补水效果才好袁一天食用量不宜超过 2 勺遥
米粥尧牛奶遥 两者富含的淀粉尧蛋白质分子较大袁渗
透压较低袁更利于水分进入细胞遥 淀粉还可以延缓水分
通过胃肠道袁让黏膜得到更长时间的滋润袁增加补水量遥
研究表明袁牛奶水分吸收率最高袁是最理想的补水液体遥
但牛奶每天饮用一杯即可袁否则易使能量和脂肪摄入过
量遥
淡茶遥一些人认为茶比较利尿袁会加剧水分流失袁不
敢喝茶遥 范志红解释袁茶的确会利尿袁但排出的水分有
限袁只要喝足量袁能很好地补水遥红茶尧绿茶尧普洱茶等都
是无糖尧无盐尧无脂肪的健康饮品袁还可提供多酚类抗氧
化物质袁有利于降血压尧血脂遥 大麦茶尧荞麦茶尧玫瑰花
茶尧茉莉花茶有种子和花朵的特有香味袁能促进人们多
喝一些袁从而多摄入水分遥不要喝浓茶袁其中过多的多酚
物质会影响微量元素吸收利用遥 无论哪种茶袁最好泡得
淡一些袁减少咖啡因的浓度袁不至于使人过度兴奋影响
睡眠遥
糖分低的果蔬遥 鲜榨果蔬汁口感酸甜袁是不少人解
渴的选择遥范志红认为袁喝果蔬汁不如吃水果补水更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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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冻食品营养也不低
有新鲜食品高袁尤其是冷冻蔬
菜遥 其实袁现在的冷冻食品营
养也不低遥
目前市场上的冷冻食品
分为冷却食品和冻结食品袁冷
却食品是将食品的温度降到
接近冻结点袁 并进行保藏袁例
如 0益保鲜的食品曰 冻结食品是在比冻结点
还低的温度下进行保藏袁如速冻水饺遥 冷冻
食品现在主要有果蔬类尧水产类尧肉禽蛋类尧
米面制品尧方便食品类这五大类遥
有人认为冷冻蔬果营养低遥 其实袁蔬果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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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节 这 样 吃

临近春节袁 囤积美食已成为家庭主妇
野必修冶 的功课之一袁 然而袁野每逢佳节胖三
斤冶也是不少人的顾虑遥 1 月 24 日袁通过分析
国人在野年根儿冶下的食品消费大数据袁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尧科信食品
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尧食品与营养科学传播
联盟等六家机构给出了节日期间饮食消费
的建议和提示袁其中包括野膳食多样化尧均衡
勤搭配冶等遥

2018 年 2 月 13 日

榨汁过程中袁果蔬细胞被破坏袁其中的水分会很快通过
肠胃后排出遥 而咀嚼能使植物细胞中水分逐渐释放袁吸
收得更多遥果蔬最好选择苹果尧梨尧桃子尧黄瓜等糖分低尧
水分大或稍微酸点的袁酸味能刺激唾液分泌袁有效缓解
口渴遥
范志红补充袁野有味儿冶饮品和果蔬虽然能让水分在
体内停留时间延长袁但白开水补水效果最强袁能帮助身
体快速排出废物遥 最好还是多喝白开水遥
渊张珺珺冤

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窑杰斐逊曾说院野无论何时都保
持冷静客观袁会给人莫大的优势遥 冶在纷繁复杂的环境和干
扰面前袁如何保持冷静尧不乱方寸钥 以下 6 个技巧可以一试遥
1.从一数到十遥 这是保持冷静的经典方法遥 只要不是紧
急情况袁在火冒三丈时袁你都可以停下语言和行动袁在心里
从一到十慢慢数数遥 如果数到 10 还不能缓解袁那就继续往
下数袁直到情绪平复为止遥
2.深呼吸遥 人在沮丧时通常会屏住呼吸或呼吸急促袁这
么做极不利于情绪的发泄遥 深长且慢的腹式呼吸能让更多
的新鲜空气进入身体袁给大脑和心脏输送氧气袁起到缓解情
绪的作用遥
3.避免触发因素遥 如果你知道繁忙的交通尧拥堵的车流
会令自己抓狂袁那就有意识地错峰出行曰如果你讨厌在超市
排长队袁可以选择网上购物遥 总而言之袁在可以选择的情况
下袁避开那些会让你心烦的人和事遥
4.受伤了要表达遥 若别人的语言或行为伤害到了自己袁
不要冲动地反击袁也不要憋在心里遥可以向对方表达自己的
感受袁如野你说的话让我挺难受的袁请不要再这么说冶遥
5.减少过度纠结遥 人的一生只有两件大事袁那就是生
死遥 其他事情袁也许近期看很重要袁但放到人生长河中看就
不值一提遥 遇到烦恼时袁想想生命的长度和宽度袁内心就能
释怀很多遥
6.先对自己说遥 生气时袁把想脱口而出的气话先对自己
说一遍袁想象一下对方听后会有什么感受袁也许你就说不出
口了遥 多站在别人的角度想袁能有效防止双方情绪失控遥
渊李伟 编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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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睡眠有十忌

健康
提醒

野一觉睡到自然醒冶是很多人的愿望遥然而袁失眠困扰着
现代人袁成为威胁健康的隐形杀手遥 想要睡个好觉袁可以跟
古人学学睡眠的智慧袁避开野十忌冶遥
一忌仰睡遥仰卧是最常见的睡眠姿势遥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北京朝阳医院睡眠医学中心主任郭兮恒表示袁 对正常人
来说袁仰卧可使颈椎尧腰椎及全身伸展和放松曰对于呼吸暂
停综合征病人而言袁仰卧会加重打呼噜征状袁使呼吸暂停更
严重遥 建议爱打呼噜及患有特殊疾病的人应侧卧睡遥
二忌睡前思绪万千遥宋代叶睡诀铭曳中说院野早晚以时袁先
睡心袁后睡眼遥冶郭兮恒表示袁睡前想事情袁容易出现焦虑尧紧
张尧兴奋等情绪袁交感神经兴奋袁造成入睡困难遥有的人心情
很难平复袁可能出现长时间呼吸困难袁导致失眠遥 睡前最好
不要考虑问题袁可听舒缓的音乐放松心情袁调整情绪袁进入
睡眠状态遥
三忌说话遥 野食不言袁寝不语冶袁睡前说一些影响情绪的
话题袁是导致失眠原因之一遥 说话声音本身也影响休息袁特
别是对患有睡眠障碍的人遥 郭兮恒建议袁睡前要减少交流袁
营造安静的睡眠环境遥
四忌睡中开灯遥 中医认为袁从寤入寐袁是一个引阳入阴
的过程遥 醒时属阳袁睡时属阴曰光亮属阳袁黑暗属阴遥 郭兮恒
表示袁黑暗的环境会刺激大脑睡眠激素的释放袁使人快速进
入睡眠状态袁利于睡得更深遥光线亮袁睡眠激素释放少袁人就
会难以入睡遥
五忌饮酒饱食遥古人认为野胃不和则卧不安冶遥北京大学
首钢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高伟认为袁睡前饮酒饱食袁容易
引起胃食管反流袁引发反酸烧心袁严重的夜间会剧烈咳嗽遥
建议睡前一段时间避免饮酒或饱食袁 防止影响吸收或造成
肥胖遥
六忌蒙面睡遥古人有野夜卧不覆首冶的说法遥睡觉时用被
子蒙住头袁会吸入大量二氧化碳袁使呼吸困难遥
七忌当风而睡遥 古书叶琐碎录曳说袁卧处不可当风袁否则
野恐患头风袁背受风则嗽袁肩受风则臂疼袁善调摄者袁虽盛暑
不可当风及坐卧露下遥 冶高伟表示袁睡眠时人体生理机能减
弱袁抵抗力较差遥西医认为袁面瘫多由吹风引起遥比如吹空调
时袁冷风拂面会使面神经免疫损伤遥 特别是冬天袁很多免疫
病多由吹风引起遥 高伟建议袁睡觉时不能直吹空调或风扇袁
不要睡在开窗尧有冷空气对流的地方遥
八忌张口呼吸遥孙思邈说院野夜卧常习闭口遥冶张口呼吸袁
空气未经鼻腔预热尧过滤处理袁容易引起咽干咳嗽或感染遥
高伟表示袁张口呼吸时袁水分蒸发量在 500 毫升左右袁会让
人口干舌燥袁舌后坠阻塞上呼吸道引起鼾症袁有的人还会被
憋醒遥 口腔黏膜干燥还会降低抵抗力袁增加流感发病率遥 建
议在室内使用加湿器袁 对口干的病人用湿纱布放在嘴上保
湿遥
九忌睡中忍便遥现代研究认为袁憋尿忍便对人体均有害
处,影响睡眠遥 高伟表示袁长时间憋尿会引起尿液返流导致
肾盂肾炎袁严重时影响肾脏功能遥 此外袁憋尿还会使人发生
排尿性晕厥袁 老人血管收缩性差袁 也会引起心脑血管疾病
等遥
十忌贪睡懒觉遥 叶黄帝内经曳中有野早睡早起冶野久卧伤
气冶的记载袁告诫人们睡眠应以醒为度袁睡懒觉有害健康遥郭
兮恒表示袁保持正常的生物钟对维持健康生活非常重要遥睡
眠不规律会打乱生物节律袁 导致神经系统尧 内分泌系统紊
乱遥 主要表现为想睡时睡不着袁该起床时起不来遥 人体自身
有调节生物节律的能力袁但对于有失眠问题的人袁扰乱节律
加重失眠遥郭兮恒建议袁尽量按时睡觉袁按时起床袁保持正常
的作息时间遥睡眠时间长短根据年龄尧习惯和感受存在个体
差异袁如有的人睡八九个小时袁有的人睡六七个小时曰小孩
睡眠时间长袁老人睡眠时间短等遥
渊田 飞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