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日常生活中，面对玲琅
满目的烹调油和各种富含脂肪的食
物，我们是不是常常不知该如何选
择？有人说饱和脂肪酸不好，那我
是不是就一口都不能吃了？有人又
说不饱和脂肪酸好，那我是不是就
能放心大胆地敞开吃啦？今天，小
编告诉您如何正确选择食用油！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能量的摄
入和消耗应保持平衡，摄入的脂肪
总量不应超过总能量的30%。更强
调饱和脂肪的摄入应少于总能量的
10%，并建议使脂肪的摄入从饱和
脂肪转向不饱和脂肪。那么，饱和
脂肪和不饱和脂肪是什么？生活中
应如何辨别和选择呢？

1、什么是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
脂肪酸？

动植物脂肪主要以甘油三酯为
其基本结构，而甘油三酯是由脂肪
酸和甘油形成的。根据脂肪酸结构
的不同，可以分为饱和脂肪酸和不
饱和脂肪酸。

一般来说，大多数植物油中含
不饱和脂肪酸较多；动物性食物的
脂肪含量因种类、食物来源部分的
不同而异，陆生动物脂肪如猪油、奶
油中饱和脂肪酸含量多。

2、不同的脂肪酸，对健康的影
响不同吗？

饱和脂肪酸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表现在摄入量过高时，可能与高脂
血症及某些肿瘤的发生有关。还有
研究认为，饱和脂肪酸可能是阿尔
茨海默病发生发展的危险因素之
一。而且，饱和脂肪酸与胆固醇形
成酯，易在动脉内膜沉积，发生动脉
硬化。而胆固醇存在于动物性食物
中（畜肉中胆固醇含量大致相近，肥
肉比瘦肉高，内脏又比肥肉高，脑中
含量最高）。

近年来，不饱和脂肪酸与慢性
病的关系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
研究发现不饱和脂肪酸在肥胖、糖
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可
能起到积极作用。

那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植物油
是不是就可以不设上限地食用呢？
答案是否定的！

日常生活中我们还是要遵循

“健康成年人每天烹调油摄入量不超过
25克”的原则，同时注意选择和搭配，就
可以在满足身体需要的同时，又不会因
为过量而给机体造成负担。

3、面对不同的烹调油，应当怎样选
择？

烹调油选择应尽量以植物油为主。
由于不同的植物油各具营养特点，《中国
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应该经常更换烹调
油的种类，食用多种植物油。如果购买
多种油换着吃，消耗速度太慢容易过期
的话，在选购烹调油时可以小包装为主，
定期更换。

4、常见烹调油哪些是植物油，哪些
又是动物油呢？

烹调油可分为植物油和动物油。常
见的植物油如大豆油、花生油、葵花籽
油、菜籽油、芝麻油、玉米油、橄榄油等。
常见的动物油如猪油、牛油、羊油、奶油
（黄油）、鱼油等。

5、除了烹调油，还有哪些食物也需
要注意呢？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适量吃
鱼、禽、蛋、瘦肉，优选鱼和禽类，少吃肥
肉。

鱼类脂肪含量相对较低，
且含有较多的多不饱和脂肪
酸，可首选。

禽类脂肪含量也相对较
低，且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较
高，其脂肪酸组成也优于畜类
脂肪，选择也应先于畜肉。

畜肉类，也就是我们常说
的“红肉”，如猪、牛、羊等，脂
肪含量高，含饱和脂肪酸较
多。所以，吃畜肉应当选择脂
肪含量相对较低的瘦肉，而肥
肉和荤油应当少吃。

坚果，如核桃、杏仁、花
生、瓜子等，脂肪含量高，但大
部分以单不饱和脂肪酸为主，
含有多种有益脂肪酸和营养
素，应适量食用。

10点建议助您健康吃油
（一）油是人体必需脂肪

酸和维生素 E 的重要来源，有
助于食物中脂溶性维生素的
吸收利用，但摄入过多会影响
健康。

（二）植物油和动物油摄入过多
会导致肥胖，增加糖尿病、高血压、
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
等慢性病的发病风险。

（三）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天烹调
油摄入量不超过25克。

（四）烹饪时多用蒸、煮、炖、焖、
凉拌等方式，使用不粘锅、烤箱、电
饼铛等烹调器，均可减少用油量。

（五）家庭使用带刻度的控油
壶，定量用油、总量控制。

（六）高温烹调油、植物奶油、奶
精、起酥油等都可能含有反式脂肪
酸。要减少反式脂肪酸摄入量，每
日不超过2克。

（七）少吃油炸香脆食品和加工
的零食，如饼干、糕点、薯条、薯片
等。

（八）购买包装食品时阅读营养
成分表，坚持选择少油食品。

（九）减少在外就餐频次，合理
点餐，避免浪费。

（十）从小培养清淡不油腻的饮
食习惯。

动物油植物油哪个好?
10点建议助您健康吃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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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经典《黄帝内经》曾
提出：心开窍于舌、脾开窍
于口、肺开窍于鼻、肝开窍
于目、肾开窍于耳。这就表
明，五官的功能直接反映了
五脏的健康状况，它们的一
些异常变化也代表了五脏
隐藏的病变。

心脏好坏看舌头。中医
认为，舌的形态、色泽、灵活
度、味觉情况等都能反映心
的功能。若舌色红润、转动
灵活、味觉灵敏说明心血充
足健康；舌尖糜烂、生疮、疼
痛，多为心火上炎；舌有瘀
斑，多为心血瘀阻；舌色红
而深暗，多为心阴不足；舌
体胖嫩，多为心阳不足。想
要保养心脏，除按时休息、
及时就医外，还可以配合食
疗：心有实火的，可以用莲
子芯代茶饮；体虚的可服党
参、当归、生黄芪等。

养心最好的食物：红色
食品，特别是红豆，可以是
红豆豆沙包、红豆粥、红豆
豆浆。早上吃好。

口味唇色反映脾。口是
食物进入的门户，可以反映
脾胃的问题。若脾气健运，
气血充足，则唇红润泽；脾
失健运，气血亏虚，则唇色
淡白或萎黄无光；口淡无
味，多为脾气亏虚；口唇黏
腻或发甜，多为脾胃湿热；
口中泛酸，说明肝脾不和；
唇肿或口角溃烂而痛，多为
脾热或脾火。此时，应调整
饮食结构，尤其应禁食生
冷、油腻的食物，还可服用
健脾益气、滋阴养胃的药
物，如党参、山药、薏米、百
合、白扁豆等。

养脾最好的食物：黄色
食品，特别是黄豆，可以是
豆浆、豆腐、豆腐干，都是上
等的养脾佳品，当黄豆的蛋
白质和米饭一起，就是绝佳
的蛋白质。

肺功能影响鼻子。中医
学认为，肺气通于鼻，只有
肺气调和，呼吸通畅，鼻子
才能发挥正常的通气和嗅
觉功能。在临床上，鼻塞流
清涕，多为风寒袭肺；鼻子
红，多是肺热或内火旺盛；

鼻子干燥或经常出血，多是
阴虚火旺。诸如此类，嗅觉
不灵敏、经常咳嗽或呼吸困
难等现象，都说明肺脏功能
的降低，此时应注意戒烟和
防寒，加强体育锻炼，多吃
新鲜瓜果蔬菜。可以将白
萝卜、梨、藕切片煮汤，加入
冰糖后代茶饮，具有清火润
肺、降气除痰的功效，尤适
用于老人和儿童。

养肺最好的食物：白色
食品，特别是大白萝卜，白
萝卜生吃更能养肺。什么
时候吃都好。

肝血足眼睛亮。中医认
为，眼目的功能有赖于肝血
的濡养和肝气的疏泄。若
肝血不足，目失所养，则会
出现两眼昏花、视物不明、
夜盲等症状；肝经火盛，可
能出现眼目红胀肿痛；肝肾
阴虚，则可能出现眼涩、眼
干等。此时，除了注意用眼
卫生外，还可以取枸杞子、
白菊花适量，煎煮15分钟取
汁，或以沸水冲泡，代茶饮
用，具有滋肝明目、补虚益
精之功。

养肝最好的食物：生吃
绿色食品，特别是绿豆汤(把
绿豆放水里煮，当水开了以
后再煮 7-8 分钟，然后喝水，
不是我们习惯的把绿豆煮
烂，绿豆煮烂后会失去养肝
的功效。晚上吃为好。

肾与听力相关联。肾气
足，就会听力好。若出现头
晕耳鸣、听力减退、耳聋失
聪，或伴有足跟痛、腰酸痛
或尿频等症状，说明肾的功
能有所下降。此时，应注意
劳逸结合，积极参加户外活
动，保证睡眠，可服用一些
补肾的中成药如六味地黄
丸、知柏地黄丸等。

养肾最好的食物：黑色
食品，特别是黑豆、黑芝麻，
晚上吃为好。

需要提醒的是，尽管五
脏与五官密切相关，但临床
诊断还须结合其他症状综
合判断，应仔细观察，及时
就医，服用任何药物均要在
医师指导下进行。

脸是身体的“报警器”

看五官知五脏的健康状况

新生宝宝的到来对于全家都是大喜
事，新手爸妈们兴奋欣喜的同时，不免有些
紧张：怎么照顾好小宝贝呢？建议大家将
护理重点放在睡觉、体温和排便三方面。

睡眠对婴幼儿的脑部发育和体格生长
十分重要。卧室安静私密、通风良好，白天
有足够的光照为宜。室温控制在 24℃~
26℃，湿度 55%~65%；颜色以浅淡、柔和为
宜，如淡蓝色、鹅黄色等；床最好不要放在
风口下面，床上不要有太多物品，以免堵塞
宝宝口鼻。白天多与宝宝互动，夜间播放
轻柔优雅的音乐，逐渐培养宝宝的昼夜节
律。宝宝睡觉穿的贴身小衣应该柔软、吸
湿性强，透气性好，浅色为宜。

便便是宝宝健康的晴雨表。正常母乳
喂养的宝宝，大便为黄绿色或金黄色软糊
状，一天 2~5 次。偶尔会微带绿色且稍稀
或呈软膏样，均匀一致带有酸味且没有泡
沫；配方奶喂养的宝宝，大便通常会干燥粗
糙一些，颜色为淡黄色或土黄色，略带酸臭
味，一天 1~2 次。有时大便会黄中带绿或
青绿，这是因为配方奶铁质含量相对高一
些，当宝宝吸收不完全时，多余的铁质就会
使大便带绿色。如果发现宝宝几天不排
便，或排便时很痛苦，憋得满脸通红，排出
的大便又干又硬，呈小球状，大便表面甚至
有新鲜血丝，就是便秘了，可以喂奶 1 小时
后，给宝宝做腹部按摩：以肚脐为中心顺时
针揉肚子，每次约2~3分钟，促进肠蠕动。

新生宝宝体温调节能力差，环境温度
会造成体温升高或降低，影响生长发育。
正常体温下，宝宝脸色红润，手足温暖，不
出汗，吃睡正常。若体温异常，要检查环境
温度是否适宜，宝宝衣着是否合适。若体
温仍不能回复正常，或者有鼻塞、咳嗽等其
他症状，需至医院就诊。

新生儿护理，关键看三点
睡眠、体温和排便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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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拜甜甜圈、珍珠奶
茶方便面、火锅米饭大盘鸡
……”成天喊着要减肥的你
有没有狂看“吃播”，看别人
大吃大喝过过眼瘾？殊不
知，这样不仅不能安慰你的
胃，还有可能刺激你食欲大
增，多吃两碗白米饭。

吃播原本是主播通过
网络以视频或直播的方式
向网友介绍各种美食，但是
有些吃播博主为了博人眼
球，采取超大量进食、狂吃
高油高脂食物的模式，吃播
也开始逐渐“变了味”。消
化科医生提醒公众，这样暴
饮暴食的所谓“大胃王”吃
播，让吃客和看官都受伤。

“大胃王”的健康隐患多

其实，这种暴饮暴食在
我们的生活中并不少见，在
得到美味的同时，我们也给
自己的身体健康埋下了“定
时炸弹”。

现代人生活水平高，难
免摄入过量的碳水化合物
和脂肪，这些多余的“营养
物质”堆积在体内难以被消
耗，其后果就是肥胖和一系
列富贵病。大量科学研究
已证实，肥胖是代谢综合征
的表现之一，它不仅会使人
的体重增加、颜值下降，还
常常伴随着高血压、高血
脂、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进
而大大增加冠心病、脑血管

病等严重疾病的风
险。众所周知，这些
心脑血管疾病现已成
为健康的头号杀手。

功能性胃肠疾病

吃得过多、过快、
过饱所带来的直接危
害就是胃肠道负担加
重，极易引起多种功

能性胃肠疾病。首先，大量食物
在胃内堆积难以消化，会出现消
化不良。其次，过量饮食后胃排
空延迟，且高糖、高脂、油腻饮食
会降低下食管括约肌压力，导致
胃食管反流病。部分消化功能
差的人群若摄入过多油腻食物，
其中的脂肪等成分无法很快被
分解吸收，会使肠道蠕动加快，
从而出现腹泻。另外，不合理的
饮食结构，如高蛋白、低纤维素
饮食，会使肠道蠕动减慢、肠道
菌群失调，从而出现便秘。

你以为看别人吃就没事儿
了？

看吃播能减肥？你可能会
越看越饿。一位网友的评论：

“本来没想吃的东西，看到人家
吃得很香，自己忍不住也去吃了
一顿。别说产生饱腹感，不会越
看越饿就万幸了。”其实在美食
的刺激下，人体会分泌出更多的
消化酶，从而使你的胃口大增。
不仅达不到减肥的效果，更是容
易增加进食量，离肥胖及相关疾
病更近一步。所以，想减肥还是
老老实实运动加合理安排饮食。

看吃播学催吐？反常操作会
毁掉你的身体。呕吐原本是一个
正常的防御反射，但是多次催吐
不仅会使胃液反流，腐蚀食管、口
腔黏膜、牙齿等，剧烈的恶心呕
吐，甚至可以引起贲门黏膜撕裂，
导致消化道大出血。所以在催吐
后发生呕血、黑便均应及早去医
院进行救治。而经常催吐的人，
还有可能出现胃肠功能紊乱，水
电解质失衡。所以，催吐只会让

健康更加远离你的身体。
吃播有着很广的观众群

体，在这么多的人面前，就更
要做抵制浪费、节约粮食的示
范。况且长期暴饮暴食、大量
摄入油腻食物，不仅容易出现
胃胀、泛酸、腹泻、便秘等症
状，而后随之而来的多种严重
疾病更会给你的身体致命一
击。所以更应该倡导每一位
吃播做健康饮食、抵制浪费的
播主。从我们每一个观众做
起，抵制浪费，节约粮食。

遵循膳食三原则才会健康

想想这么多的疾病在等
着我们，所以更要管住自己的
嘴了。那我们怎样才能做到
健康饮食呢？

七分饱。“每餐七分饱，健
康活到老”。对于正常人而
言，吃七分饱才能既保证营养
摄入，又有助于控制体重。七
分饱是一种因人而异的感觉，
不是很好衡量。概括来说，是
一种似饱非饱的感觉。就是
在吃饭时间相对规律的情况
下，不会在第二餐之前太早就
出现饥饿感。但因个体差异
较大，除了自身感觉外，实际
的进餐量还应结合个人日常
能量消耗、体重变化、血糖、血
脂等指标综合判断。

专心吃饭。如果边吃边
聊，或者边吃边看电视，就很
难感受到饱腹感的变化，从而
不知不觉地饮食过量。另外，
专心吃饭有助于提高消化功
能，从而避免出现消化不良等
症状。

营养均衡。多种疾病都
是由不合理的饮食结构导致
的。肉类、甜点等美味的食物
固然吸引人，但应注意节制，
并注意荤素搭配，多吃新鲜蔬
菜水果。合理的饮食结构更
符合人们对各种营养的需求，
也更有益于身体健康。

看“吃播”能减肥？当心让你胃口大开

白露节气基本结束了夏
天的闷热，是秋季由热转凉
的转折点，而且早晚温差大，
所以近日医院门诊感冒、咳
嗽的孩子也逐渐多了起来。
很多家长问：“都说‘春捂秋
冻’，秋天冻一冻，不是对身
体有好处吗？怎么我的小孩
还没冻一天，就冻出感冒咳
嗽了？”老话说的“秋冻”是要
通过“冻”来增加孩子对冷环
境的适应能力，从而增强孩
子体质，但不意味着到天气
转凉了仍旧一直给孩子穿着
短袖、裙子，殊不知小儿的体
温调节能力尚不成熟，所以
在天气忽冷忽热时，比成人
更易染病。所以还有句俗话
说：“处暑十八盆，白露勿露
身。”秋天虽然是耐寒训练的
好时机，但“秋冻”也不应盲
目，而需循序渐进，科学进
行。

首先，进行冷适应。从
入秋开始，父母就要逐渐培
养孩子耐“冻”。饮食均衡，
不盲目“贴秋膘”，多户外活
动，多接触户外空气和阳光，
给孩子增添“秋冻”的底气。
其次，一定要把握“渐进”和

“适度”两个原则。锻炼应循

序渐进，不宜进行高强度、过
长时间的活动，也不宜活动
到大汗淋漓的程度，以孩子
能耐受，微微出汗，然后逐渐
增加活动量。再者，注意适
时增添衣物。孩子穿衣应注
意腹部、足部的保暖，不要穿
得过于厚实、严密。但对于
平素体质欠佳、反复感冒或
者穿衣比较多的孩子，先不
要严格要求衣服与其他孩子
厚薄相同，根据孩子的体质、
运动量及天气变化及时增添
衣物，让孩子有一个逐渐适
应的过程。

需要提醒家长的是，“秋
冻”一定要因人而异。平素
出汗多、反复感冒肺气虚弱
的孩子，或者面色发黄、消
瘦、食欲不振脾胃虚寒的孩
子，尤其应注意“冻”的程
度。如果肺脾虚弱的症状明
显，建议先进行中医调理。
而且，还有一些慢性病，如抽
动症、哮喘、过敏性鼻炎、腺
样体肥大等，常因感冒而导
致病情反复或加重，家长应
尤其注意其避免感冒。所
以，增强孩子体质不是简单

“受冻”，更重要的是在于坚
持锻炼，合理饮食及穿着。

春捂秋冻！
孩子到底该如何“秋冻”？

来源：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