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桂圆也叫龙眼，是珍贵的滋

养品。 这种食物应该怎么挑呢？

看一看 好的桂圆外壳薄

而脆，光滑，饱满不干瘪，没有破

损和塌陷，颜色呈黄褐色，个头

大。 剥开外壳，里面的果肉是棕

褐色的。

摇一摇 把桂圆拿起来摇

一下，感觉里面没声响也不晃动

的，说明果肉比较饱满。

闻一闻 好的桂圆打开后，

里面果肉的味道是桂圆特有的

清香， 如果闻到了刺鼻的味道，

建议别买。

尝一尝 好桂圆肉质比较

厚，吃在嘴里，味道浓郁，口感软

糯。 文怡

今日提醒

生活小妙招

挑桂圆 摇一摇

晚餐饮食 避开 4个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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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不断上演

广西两岁多的小思，原来是

个聪明活泼的孩子，会解手机密

码，会用遥控器换台，却因为在

二伯的哄逗下喝了一两多米酒

后便昏睡不醒，送往医院后被诊

断为酒精中毒导致脑损伤和癫

痫，导致智力、运动、语言发育迟

滞，相当于 1 岁幼儿发育水平。

现在的他，却不知冷暖、不懂饿

饱，连妈妈都会认错……

西安的一位网友发微博称，

她的一位闺蜜带着两岁半的孩

子参加家庭聚会，孩子被一位亲

戚喂食了一粒开心果，结果干果

呛入了气管。 孩子接受了紧急气

管切开手术，但回天乏术，当天

下午就去世了。

温州的晨晨虽然过了 3 周

岁， 但是身上的湿疹还是很严

重，还有过敏性皮炎和哮喘。 一

次， 家人给他吃了虾和螃蟹，结

果到了晚上， 晨晨全身都起了

大团红色的风疹， 还有呼吸困

难的症状。 晨晨被紧急送往儿童

医院进行抢救，被诊断为荨麻疹

和哮喘发作。

厦门的两个孩子在家，1 岁

的弟弟肚子饿了，7 岁的哥哥看

到家中有果冻， 就打开喂弟弟

吃，弟弟吃了几口就噎住了。 最

后弟弟抢救无效身亡。

不要给孩子吃这些

元宵、年糕 这些食物一般

都是糯米做的， 糯米不好消化，

会加重宝宝胃部负担；而且糯米

很黏，宝宝很容易吞咽不下而发

生危险。 因此，不建议 3 岁以下

宝宝吃年糕或元宵。

话梅、 蜜饯 这种蜜饯类食

品几乎是各种添加剂的大集合，宝

宝的解毒功能很弱， 而且话梅有

核，只要卡住就会造成生命危险。

花生、瓜子、坚果

很多家长会觉得：宝

宝长牙了、能咬了，就可以吃坚

果了。但实际上，3岁以下的小宝

宝不易嚼碎坚果，而且孩子的吞

咽反射功能还未发育完善，即使

能咬动坚果， 也不能充分咀嚼，

大颗粒仍然容易卡住气管。 堵住

气管后若抢救不当，短短几分钟

就可能丧命。 尤其像夏威夷果、

开心果这种圆形的坚果，更容易

滑进气管里。

蜂蜜 蜂蜜中往往混有肉

毒杆菌孢子，婴儿肠道菌群防御

力有限，肉毒杆菌孢子可能会在

肠道中发芽并释放毒素，导致肉

毒杆菌中毒，造成便秘、食欲不

振、虚弱、哭声改变和口、眼等不

听使唤。世界卫生组织建议，1岁

以下宝宝不适合吃蜂蜜。

刺身、 半熟牛排、 醉虾等

这些食物可能含有大量的病菌

和寄生虫， 孩子的消化道很娇

弱，很容易就造成腹泻、胃肠感

冒等症状， 如果感染寄生虫，严

重的可能会影响生长和智力发

育。

当然， 除了以上这些食物

外， 还有不胜枚举的垃圾食品，

吃了对宝宝的身体一点好处也

没有。

如何施救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

科杨运刚主任医师表示，如果孩

子被噎住，家长应在联系送医的

同时，尽快设法施救。 如果是果

冻、年糕、面团等卡住气管，出现

窒息，对于 3 岁以下体重较轻的

儿童，家长可以将其倒提，再用

空掌心拍孩子的背部，或是双拳

紧握放在孩子上腹部、 心窝下，

然后猛地按压，帮助他把卡住的

东西拍出来。 综合

过年时 不要喂孩子这些食物

新年将近，有孩子的家庭

请注意！ 有些成人过年解馋的

零食，对孩子的健康可能造成

威胁，父母应时刻警惕孩子误

食和亲戚喂食！

临近过年，都在陆续准备年

货，买回来的东西都一股脑儿塞

冰箱？ 当心食物变质让人生病。

你一定没想到，不是所有食品都

能放在冰箱储存。

药材 在冷藏室里储存药

物，不仅会导致药物受潮，影响

药效，还可能会导致药材被冰箱

里的细菌污染，对你的健康造成

伤害。 尤其是人参鹿茸燕窝等，

放入冰箱是得不偿失，如果要储

存，常温下通风储存就好。

裸露的剩饭剩菜 剩菜剩

饭放在冰箱不盖盖子，食物之间

很容易串味，还会增加冰箱里细

菌交叉感染的风险。

所有的叶子菜 包括白菜、

空心菜、生菜、白菜、洋葱等，放

进冰箱后叶子菜容易冻伤，口感

反不好。 而且叶子菜冻坏后，会

很快在冰箱内产生难闻的味道，

影响冰箱里的所有食物。

大部分水果 所有的热带

水果，包括香蕉、荔枝、木瓜等水

果，还有西红柿、黄瓜等蔬菜，都

不适合长时间放在冰箱里储存。

香蕉在冰箱冷藏反而会很容易

变坏、发黑、腐烂；西红柿放冰箱

也很容易冻坏，变软像泡水。 苹

果、桃子、橙子、猕猴桃等水果，

也没必要放在冰箱里。 只有已经

切开、没有吃完的水果，可以在

放入保鲜膜和保鲜袋后放在冰

箱冷藏，但要尽快吃掉。

另外， 为防止冰箱结霜，可

在冰箱内壁和冰箱的隔层上贴

一层保鲜膜，降低冰箱内壁的结

霜速度，冰箱也好打扫了，只需

要将保鲜膜揭下来。 也可以在冰

箱里放置一卷卫生纸，纸可以吸

附冰箱里多余的水分，从而避免

了结霜。 卫生纸还能吸附冰箱里

的异味，防止食物串味。

扬子

年货存放有讲究

很多蔬菜水果 不宜放冰箱

葡萄干、枸杞干等果干酸甜可口，是很

多人喜欢的零食，但吃之前要不要洗呢？ 这

个问题需要分情况讨论。

第一类是包装类果干，国家标准对包装

类食品有严格规定，细菌菌落总数、致病菌、

杂质等指标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才能上市销

售。 所以，这类果干吃前就不需要再进行清

洗了。 对于认为清洗果干麻烦的人群来讲，

可以选择包装类果干，尤其是通过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的企业生产的产品，只是价格要高

一些。

第二类是散装果干，这类产品属于食用

农产品，对生产企业没有严格的要求，一般

农户、小企业都可以制作。干制过程中，可能

没有清洗和杀菌步骤，自然晾晒的果干会受

到灰尘等杂质的污染，且在运输、存储、销售

等环节还可能会受到虫、老鼠、致病菌等污

染，不安全因素较多。吃这类果干前，最好洗

一下。可先将果干在淡盐水中浸泡 15-20分

钟，再用自来水冲洗干净，晾干后即可放心

食用。

需要提醒的是，葡萄干等果干含糖量较

高，不宜多吃，糖尿病患者尤其要注意。

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博士后

王国义

有些小孩出生时头发就不够黑，长大了

头发越长越红，家长会问，是缺什么营养吗？

该怎么调理？

其实头发的颜色、数量、形态等与遗传

有关，父母头发的颜色会影响小孩头发的颜

色， 小孩出生时头发颜色不黑与基因有关。

头发颜色还与酪氨酸酶的数量与活性、蛋白

质的摄入量、某些微量元素如铜铁等有关。

从营养角度来分析，先要看小孩平常的

摄食情况，如小孩是否挑食，各类食物的摄

入是否能达到该年龄段儿童的推荐摄入，特

别是肉蛋奶豆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摄入量

是不是不够，同时注意红肉、适当动物肝脏

和血、坚果、豆类等摄入的增加。

据《广州日报》

散装果干

吃前需清洗

牛奶是一种动物蛋白， 含有较高的钙、

磷和维生素 D，对老年人预防心、脑、骨骼等

系统疾病，提高生命质量有很大益处。

所谓“全脂奶粉” 就是保留了牛奶中的

脂肪成分；“脱脂奶粉” 是通过脱脂工艺，除

去牛奶中的脂肪。 一般而言，有高脂血症的

老年人适用脱脂奶粉。此外还可根据老年人

消化功能的强弱，来选择全脂、低脂或脱脂

奶粉。

所以， 您不妨去医院检查一下血脂，并

请消化内科大夫来替您选用何种奶粉最恰

当。 如果喝牛奶是为了防治骨质疏松，最好

是晚上喝奶，并加少许饼干，以促进营养吸

收。 据《39健康》

老人选奶粉前

先查一下血脂

小孩头发不黑

吃什么好？

砧板买回家后，正确的保养

很关键，若保养得当，可以延长

砧板的使用寿命。

第一，油浸法。 将砧板放入

一个大盆内，倒入花生油，让砧

板完全浸在花生油中，再用一

块干净的塑料片将盘子盖

好。 建议至少浸泡 1 个

月，这样可使砧板油润，

不易开裂。

第二，盐泡法。 盐可

以使木制品的密度加大，

并能分解大部分木制品内部

的油脂， 使其达到不易干裂、表

面易清洁的作用。

用一个大盆装满水，浸没砧

板，每公斤水加盐 10 克左右，并

用重物将其压在水下。 浸泡时间

控制在 8-10小时。 砧板取出后，

用清水冲洗干净，晾干水分。 倒

适量花生油均匀涂抹砧板，以使

砧板表面的油脂渗透达到饱和

状态，在以后的使用过程中不会

再有油脂类等物质再次渗入砧

板，保持砧板的洁净度，并使其

易清洗。 然后，将涂抹过的砧板

用塑料袋包好，平放在干燥的地

方。 次日，这块砧板就可以使用

了。

据《养生大世界》

砧板用前要处理

许多疾病都是吃出来的，

与其想着把吃出来的病吃回

去， 科学家更建议大众防患于

未然，注意饮食有节，特别是避

免以下 4个晚餐误区。

晚饭太晚吃 三餐定时，

肝脏和肠道等脏器记忆会遵循

一定的生物钟， 形成健康规律

的运作和排便。 如果晚饭吃太

晚，胃肠就没有休息，胃黏膜不

能及时修复，长此以往，胃癌风

险会逐渐增加。

晚饭吃太多 晚饭吃太

多， 或是很晚吃很撑又立马睡

觉， 会让身体分泌大量的胰岛

素，加重胰岛负担，加速胰岛老

化，从而诱发糖尿病。

晚饭重口味 现代很多

人口味偏重，中午吃得多就

算了，晚餐还吃太咸太辣

大鱼大肉， 容易诱发胃

食管返流或消化不良、

便秘等问题，影响睡眠质

量。 此外，夜里吃高蛋白高

热量的食物会增高血脂，诱

发动脉粥样硬化等心血管疾

病。

过午不食 很多人为了减

肥，严格执行过午不食，不吃晚

饭或者只吃一点蔬果， 胃会因

为饥饿而收缩，造成上腹疼痛，

过多的胃酸没有食物中和会损

伤胃黏膜。 长期晚上不吃东西，

轻则损伤胃壁， 重则造成胃溃

疡或胃穿孔。

医生建议，晚餐最好在 18：

00-20：00 之间进行， 也就是睡

觉前的 2-3 个小时。 为了健康

着想， 晚餐最好吃清淡易消化

的食物。 据《健康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