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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1：热量高
国家规定，预包装食品应当在标

签上强制标示四种营养成分和能量
的含量值及其占营养素参考值的百
分比。记者随机在超市买了一袋“花
生酱三明治饼干”，包装袋上注明，一
份（一小袋内约有四块夹心饼干）的
热量是156大卡。这是什么概念？
赵泳谊解释说，我们平时吃的白米
饭，一碗约3两饭（200多大卡热量），
这就是说，这么一小袋饼干吃下去的
热量约等于大半碗米饭。孩子如果
是饭前吃，势必会影响正常饮食，如
果饭后吃，就可能造成一天内摄入的
热量过多。

赵泳谊提示说，除了看“热量”
外，家长还可以留意碳水化合物、脂
肪含量，如果这两项的比例较高，也
提示这个食品的热量很高。它们不
仅会导致身体肥胖，还是高血糖、高
血脂等很多疾病的“元凶”。因此，日
常饮食中，出于健康的考虑，我们应
当尽量选择低糖低脂食品。

指标2：含反式脂肪酸
饼干中的植物油多使用棕榈油，

棕榈油本身是一种饱和脂肪酸，对健
康无益。而反式脂肪酸的来源主要
出自棕榈油进行氢化改性过程中产
生的一种不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酸
比饱和脂肪酸对人体的危害更大。
而油炸食物中的反式脂肪酸主要是

由高温产生的。
反式脂肪酸很少会直接列在现

行的食品营养标签中，但有其他方法
可以鉴别产品中是否含反式脂肪
酸。最好的方法是看成分，如果含有

“氢化植物油”、“人造奶油”、“人造植
物黄油”等字样，那么，这种产品含反
式脂肪酸的概率要高很多。反式脂
肪酸含量比较多的食品有咖啡伴侣、
奶精、蛋糕、饼干、煎炸食品、膨化类
的精加工食品、油炸食品，如快餐店
的炸薯条和爆米花等。

指标3：烹调方式不健康
无论食物的原材料如何健康，如

果烹调方式不好，如烧烤、煎炸等，也
不建议经常让孩子食用。比如说薯
片，有的薯片包装上会标明自己的薯
片原材料“土豆”的产地如何环境优
美，种植过程如何无公害，可是薯片
仍是臭名昭著的“垃圾食品”，这是因
为它是经过高温油炸过的。淀粉类
食物经过高温油炸后会含有一定的
致癌物丙烯酰胺。之前的一项研究
表明，薯片越脆越薄，丙烯酰胺含量
越高。而这点在食品工业上也得到
了证明，即油炸食品越薄，含丙烯酰
胺就越多，对人体危害也越大。

指标4：含钠高
孩子平时吃的零食中，可能隐藏

着不少的盐。不信，你就看下“成分”
中的“钠”含量。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
摄入量》，成人每天钠的适宜摄入量
为2200毫克，约为6克食盐。市面
上一些切片面包的含钠量多在200
毫克/100克以上，还有蛋糕也是藏
盐大户，每100克的含钠量可高达
510毫克，已经达到英国每100克食
品含500毫克钠以上的高盐标准。
饼干同样不能忽视，有的饼干每
100克含钠高达670毫克，这意味着
吃掉一包饼干（100克），盐摄入量
大约已经满足一天需要量的1/3。

此外，蜜饯果脯、方便面、榨
菜、腊肠等食品是钠含量较高的食
品，尽量少让孩子食用。

指标5：添加剂过多
此前，有媒体曾报道5毛钱一包

的辣条竟然有12种添加剂。国内一
家青少年儿童环保教育机构曾在北
京、上海、西安等9个城市，39所学校，
对近两万名儿童进行了食品添加剂摄
入情况的调查。结果发现，1/10的儿
童每天食用含添加剂零食3次以上。

家长在给孩子选购零食时要留
意“成分”一栏，尽量选择添加剂
少的食品。虽然按照国家规定的范
围内添加的添加剂对健康是没有威
胁的，但孩子可能会同时吃多种零
食，不同类型的添加剂叠加使用，
虽然每一种添加剂都没有超标，但
这些添加剂集中在一起，就可能给
孩子带来健康威胁。 （陈辉）

时下是吃菠萝、笋、芒果的好时
节，可这些美食都不能放开来吃，每当
想要享用下一块的时候，长辈们的关
切声总是会响起：“别吃那么多，很

‘毒’的！”

为何“毒”？
菠萝酸甜可口，芒果美味多汁，

春笋鲜嫩，深受许多人的喜爱。但
为何这些食物都会被认为是有“毒”
不能多吃？广东省人民医院中医科
医学博士林举择解释， 说某种食
物好“毒”，意思是指这种食物吃了
容易“上火”或者是中医所说的“发
物”，容易诱发或加重疾病，并不是
真的指这种食物是有毒的，吃了会
致命的意思。

林举择说，中医把致病的外因

分为六种，称作六淫，分别是风、寒、
暑、湿、温、火（热）。所以热邪是外
感病邪之一。除了外感热邪可致热
之外，人体内由于脏腑功能失调产
生一系列病理产物，如气滞、痰湿、
食积、淤血等，这些病理产物郁积时
间长了也可以化热而出现内热。无
论外感热邪还是内生热邪，都是属
于“实火”，如果邪过盛或人体正虚
无力抗邪，时间长了，就容易火热病
邪郁结成毒。“热毒炽盛的患者临床
常表现为壮热口渴、烦躁不安、面红
目赤、口舌生疮、痘大而密、皮疹紫
暗、咽喉肿痛、便秘尿黄、舌苔黄糙
等。”林举择提醒，这类患者尤其要
慎食带“毒”的食物。

还有这些“毒物”

除了春季时令的美味可能带
“毒”外，林举择表示还有不少常吃
的食物都是“毒”物。常见味甘或
辛、性温，食用后容易上火的食物有
很多，如菠萝蜜、荔枝、鹅肉、羊肉、
狗肉等，还有辣椒、榨菜、大蒜、肉
桂、丁香、茴香、葱、韭、生姜等辛辣
之品。

此外，属于中医所说的“发物”，
容易诱发或加重疾病的，还有虾、
蟹、竹笋、蚕蛹、猪头肉、鹅肉、公鸡
等。对于容易产生摄入性过敏体质
的人来说，食用春笋易引起荨麻疹
和哮喘。过食虾蟹等海鲜会引起皮
肤过敏，出现荨麻疹、湿疹或导致神
经性皮炎、脓疱疮、牛皮癣等顽固性
皮肤病的复发和加重。所以这类人
士吃这类食物时最好先少量尝试，

如有反应则停食。

春令食物懂吃有益
【菠萝】建议吃菠萝的时候用盐

水浸泡，食盐能抑制菠萝蛋白酶的
活力，也使菠萝吃起来口感更好。
不建议空腹食用菠萝，因为可能会
引起过敏。

【芒果】含有致敏性蛋白、果胶、
醛酸，会对皮肤黏膜产生刺激从而
引发过敏。有的人在吃了芒果后会
有过敏症状——荨麻疹。因此食用
时要适量。

【春笋】含有丰富的纤维素，但
比较难消化，大量食用会刺激肠胃，
损害胃黏膜，因此要慎食，小儿不可
大量食笋，老人吃笋时也要细嚼慢
咽，保护胃肠。 （谢哲）

营养师教你

孩子两三岁开始懂得要东西后，妈
妈们再也无法把他们与“零食”隔绝。
如果不得不买的话，低营养高能量的
“垃圾食品”还是能避免尽量避免。如
何能快速鉴别出“垃圾食品”，广东药学
院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赵泳谊副
主任医师为你支招。

快速鉴别垃圾食品快速鉴别垃圾食品
何为“垃圾食品”

赵泳谊介绍说，“垃圾
食品”是指仅仅提供一些热
量，别无其他营养素的食
物，或是提供超过人体需
要，过剩的能量转化为脂肪
在人体蓄积的食品，这些食
品甚至包含有对人体有害
的物质。世界卫生组织公
布的十大垃圾食品包括：油
炸类食品、腌制类食品、加
工类肉食品（肉干、肉松、香
肠、火腿等）、饼干类食品
（不包括低温烘烤和全麦饼
干）、汽水可乐类饮料、方便
类食品（主要指方便面和膨
化食品）、罐头类食品（包括
鱼肉类和水果类）、话梅蜜
饯果脯类食品、冷冻甜品类
食品（冰淇淋、冰棒、雪糕
等）、烧烤类食品。但“垃圾
食品”并不等同有毒食品，
不是一点不能沾，孩子偶尔
吃一下并不会对健康造成
威胁，家长要避免的是，不
要让孩子大量经常摄入这
类“垃圾食品”。

春天里的菠萝和笋，为何
中医生称，某种食物好“毒”意思是指这种食物吃了容易

“上火”，或是中医所说“发物”，容易诱发或加重疾病

康新知健

晨练后别睡回笼觉

很多老年朋友喜欢早起晨练，
许多人认为晨练有益于健康，因此
每天都会早早起床。但起床太早了
运动过后又容易感到疲劳，不少老
年朋友回家后又去睡个“回笼觉”。
事实上晨练后出现疲劳是一种正常
现象，睡回笼觉这种做法不利于新
陈代谢。

在锻炼过程中，肌肉骨骼活动
加速，机体为使运动系统各组织器
官能及时获得足够的氧气和营养物
质供给，血液循环也会随之相应加
速。如果晨练后立刻上床休息，很
快由运动状态转为相对静止状态，
将使含有大量代谢废物，如乳酸和
二氧化碳的静脉血淤积于肌肉、韧
带、关节、皮肤等组织中，回心血量
减少，导致心、脑、肝、肾等器官缺血
缺氧，对心肺功能恢复不利。

晨练后立刻休息，也可能让人
出现精神恍惚、四肢酸痛的现象。

（据中老年时报）

早餐丰盛保护卵巢

一项研究发现，丰富的早餐可
以保护卵巢，提高生育力。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研究人
员发现，很多卵巢功能异常的女性
存在“胰岛素抵抗”，最终导致体内
睾丸激素偏高，降低了生育能力。
进一步试验发现，无论是患有多囊
卵巢综合征的女性还是健康女性，
在每天同样摄入1800卡总热量的
情况下，与“早餐凑合、晚餐大补”
（早餐热量190卡、晚餐热量980卡）
的用餐习惯相比，“早餐丰盛、晚餐
精简”（热量分配与前者相反）的饮
食方式有助于平衡胰岛素、血糖和
睾酮水平，并对月经和排卵有调节
作用。在坚持了90天之后，丰盛早
餐组女性的排卵率上升达50%，其
他卵巢功能异常也有所改善。

（据福建卫生报）

心脏不好宜傍晚跑步

日本的体育生理学家提出，清
晨慢跑会对心脏造成不少的压力，
因为清晨心脏通常未能适应完全的
运动。慢跑会激发人体内分泌大量
激素，使心跳速度加快。

清晨慢跑时，人的肾上腺素的
分泌量比在午后或傍晚时的分泌量
高出2至4倍之多。专家认为，早晨
慢跑可能会引起血液凝块并且促进
心力衰竭，而晚上慢跑可减少血液
凝块的趋势，并且阻止心力衰竭。

此外，跑姿不对能伤身。跑步
时，腿部动作应该放松。一条腿后
蹬时，另一条腿屈膝前摆，小腿自然
放松，依靠大腿的前摆动作，带动髋
部向前上方摆出。以脚跟先着地，
然后迅速过渡到全脚掌着地。

（据家庭保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