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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张文宏医生“早上不许
吃粥”的视频在网上引起了热议。
起因是他在一次发布会上建议家长
给孩子准备鸡蛋、牛奶等高蛋白的
早餐，还强调了“不许吃粥”。早
餐吃粥是很多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
惯，而张文宏的观点让很多人“手
里的粥一下子不香了”。粥到底有
什么问题？疫情期间，喝粥会不会
导致营养不够？早餐究竟应该怎么
吃才好？

早餐不能喝粥吗？
其实是不能只喝“白粥”

中国食品辟谣联盟专家团成
员、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科学
技术部主任阮光锋说：“张文宏说
不许吃粥，其实说的是我们传统早
餐习惯——— 喝白粥，加咸菜，再来
点馒头、油饼、油条，或者干脆就
只吃一大碗白粥。这种不健康的模
式才是‘不许’的，而不是简单的
不许吃白粥。”

为何白粥不被推荐，这要从它
的营养构成来分析。白粥，顾名思
义就是用白米煮成的粥。阮光锋
称，现在的白米都是精制大米，在
精制过程中，维生素、矿物质、膳
食纤维都已经寥寥无几，本身营养
价值就很低。煮成粥之后，只会更
差。

从营养成分方面来看，粥里面
水分很多，尤其是煮得稀的粥，其
他的主要就是糊化的淀粉（碳水化
合物）。它的营养构成非常单一，
基本只能给人体提供能量和水，蛋
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
等其他营养成分都非常低。

而且，由于煮成粥后白米被熬
得很烂，所以白粥的消化速度比白
米饭要快，对血糖控制很不好，饿
得也快，不利于能量控制。就算作

为主食，白粥也不是一种好的主
食。

阮光锋建议，白粥不是很好的
早餐选择，早餐还是少吃或者不吃
白粥，更不能只吃白粥。

而对于孩子来说，他们正处长
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身体对优质
蛋白质的需求更高。如果还是按照

中国传统的饮食习惯，早餐就喝碗
白粥，吃点咸菜，那显然是不健康
的。长期这样吃，只会耽误孩子身
体的健康成长发育。阮光锋称，从
健康角度考虑，至少要保证孩子每
天的早餐中有蛋类、奶类等优质蛋
白质，一杯奶、一个鸡蛋是比较健
康而且容易操作的选择。

由此看来，张文宏说的“早上
不许吃粥”，意思其实是提醒家长
重视孩子早餐的饮食搭配和结构，
尤其要重视优质蛋白质的摄入，不
能只吃白粥这种营养成分很单一的
食物。

生病不要总喝粥
补充蛋白质是关键

在很多中国人的观念里，往往

都会将“生病”和“喝粥”联系到
一起。感冒发烧没有胃口喝点粥，
肠胃不舒服喝点粥，大病初愈不宜
油腻喝点粥……但实际上，喝粥并
不是生病时的最佳选择。

科学研究表明，人在生病后，
身体的恢复需要充足的蛋白质和多
种维生素、矿物质的参与，需要比

平时更加注意营养的摄入。而在生
病后喝白粥会导致蛋白质等营养物
质无法及时补充，反而会影响身体
的正常恢复。

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充足营养
对疾病控制是非常重要的。张文宏
称，蛋白质是产生抗体的最重要的
营养素，粥加咸菜不能产生抗体，
胃口允许的情况下一定要吃充足的
牛奶和鸡蛋来补充蛋白质。

此外，中国民间还素有“白粥
养胃”的说法。确实，白粥是半流
质食物，容易消化，对于胃肠功能
比较弱的人，平时有胃病或者腹泻
症状的人，粥能减轻脾胃负担，因
此适合脾胃虚弱、胃口不佳的这类
人食用。

但是，阮光锋指出，对于肠胃

不好的人群，短期内喝粥调养是可
以的，但等到身体恢复后，就应该
正常饮食，而不能长期喝粥或吃一
些软烂的食物，这样胃肠的消化能
力就会变差。

合理搭配营养均衡
喝粥也要有讲究

虽然白粥的问题不少，但对于
健康人群，白粥并不是一种“垃圾
食品”，不是不能喝，而是要有讲
究地喝。阮光锋建议大家，不论在
家吃还是在外吃，想要健康喝粥，
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注意适量喝粥。粥的
水分多、体积大，喝粥就容易占据
胃容积，如果喝下一大碗粥，其他
食物可能就吃不了多少，容易造成
营养摄入不平衡。所以，早餐吃
粥，尽量不要太多，一小碗，给肠
胃留点其他食物的余地。

第二，喝粥尽量不放盐、糖和
碱。盐和糖都不利于健康，而碱会
破坏粥里的B族维生素。所以，煮
粥的时候尽量不要放糖、盐和碱。

第三，要煮营养价值高的粥，
不要只煮白粥。白粥营养价值低，
但是，只要掌握好熬粥的材料搭
配，粥也是可以有营养的。比如，
杂粮粥、肉粥、蔬菜粥等等。在熬
粥的时候，可以多尝试花样百出的
食材搭配，这样才能将粥吃得更美
味，更健康。

最后，喝粥注意合理搭配，营
养均衡。粥只是一种主食，喝粥时
千万别只会搭配咸菜、馒头、油
饼、油条等，不仅营养单一，还容
易造成钠的摄入过高。喝粥一定要
注意搭配一些蔬菜，如凉拌菠菜、
白灼芥蓝等，再来一点含优质蛋白
质的食物，如牛奶、豆腐丝、素什
锦、酱牛肉、白灼虾之类，再来一

些水果，这样就会健康很多。

健康早餐应该这样吃

早餐应该保证三个要素的摄
入。这三个要素是：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蔬菜。

1 .碳水化合物，主要是粮谷
类。作为主食，他们是热量的主要
来源。其中薯类食物如红薯、土
豆、麻山药等也被列入主食之列。
早上可以吃粥、面条或者馒头花卷
等。主食一定要有，并且要保证一
定的量。

2 .适合早餐的主要蛋白质的来
源是鸡蛋、牛奶和豆制品。牛奶是
高蛋白食物的代表，建议热饮。

3 .蔬菜可以补充膳食纤维和维
生素等。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
蔬菜种类，烹调方式建议炝、拌、
清炒等。

同时，还要避免把以下食物作
为早餐：

1 .蔬菜沙拉。虽然早餐吃蔬菜
有好处，但蔬菜沙拉中的沙拉酱不
宜过多食用。尤其对于消化功能欠
佳的人群，早餐应该以温热为主。

2 .咸菜。建议仅将之作为“调
味品”食用，量要少。

3 .油炸食品。油条、油饼等油
炸食品脂肪含量较大，不建议每天
食用。

此外，吃早餐必须定时定量。
经过一个晚上的休息，胃肠道从
“休眠”状态开始进入活跃状态，
这个状态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养
成长期定时吃早饭的习惯，更有利
于功能状态的转变。早餐也不建议
吃太多，因为过多的食物会增加胃
肠道的消化压力。可以选择在早午
饭之间吃些水果、酸奶等作为加
餐。 （来源：人民健康网）

早餐别喝粥？

健康早餐应该这样搭配

黄瓜是不少家庭餐桌上的“熟
面孔”。但是，常有传言说顶花带刺
的黄瓜、长得弯曲的黄瓜都喷洒了
雌激素或者避孕药，是不能食用
的。那么，这些黄瓜究竟是如何形
成的？真的不能吃吗？

可以肯定的是，黄瓜顶花带
刺并非是由于使用了雌激素或避
孕药，而是由于黄瓜自然单性结
实产生或是被涂抹了植物生长调
节剂造成的。《扬子晚报》报道
称，黄瓜的花基本上是雌雄同株
异花，偶尔也出现两性花。黄瓜
果实为假果，可以不经过授粉、
受精而结果，结出顶花带刺的黄
瓜。另外，冬春季在保护地中进
行黄瓜栽培，在低温、短日照条
件下雌花数量多，坐果率低，影
响黄瓜产量，农户因而常常在开
花当天或前一天用浓度约为50毫
克/升的氯吡脲药液（一种植物生
长调节剂）涂抹花柄，以提高坐
瓜率、增加产量。因此，冬春季
节中，使用氯吡脲产生的黄瓜单

性结实会形成顶花带刺黄瓜。
关于弯黄瓜的形成，《羊城

晚报》介绍，黄瓜的形状是直的
还是弯的，跟避孕药没有关系，
而取决于黄瓜的品种、产地等因
素。新华网刊文称，一般来说，
直黄瓜才属正常。如果水温、
光、水、肥等条件比较好，黄瓜
植株生长健壮，直黄瓜出现的比
例就多。但是，如果环境条件不
好，出现低温弱光、高温强光、
缺水、养分不足等情况，导致黄
瓜早衰或者生长不良，植株结出
的弯黄瓜比例就会比较高。

那么，顶花带刺的黄瓜和弯
黄瓜到底会不会影响人体安全
呢？目前的科技研究中，人类还
没有发现蔬菜瓜果中的植物生长
调节剂残留会对人和动物产生作
用。因此，合规的植物生长调节
剂在安全用量的情况下，人们食
用带花的黄瓜是没有问题的。据
《羊城晚报》报道，我国对植物
生长调节剂登记要求十分严格，
登记前需进行大量科学试验，只
有证明其对人体、动物及环境不
会产生不利影响才获批准。另
外，植物生长调节剂一般用量
少、浓度低，加上多用于花期和
坐果初期，有足够时间降解，待
黄瓜成熟采收时，即使个别有残
留，含量也微乎其微了。
（文/李鹏琳 来源：科普中国）

顶花黄瓜和弯黄瓜不能吃？

别再做无知的吃瓜群众了2020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阻挡了人们出行的脚
步，居民或防疫隔离，或机动上
班，增加了宅在家里的时间。期
间，对于一些人来说，被称作一日
三餐之外的“第四餐”——— 零食加
餐，成为了一项“刚需”，宅在家
里的消费者从而也收获了不少脂
肪。

如果，当你买了一包薯片正打
算吃时，却发现包装袋上写着“该
薯片120卡路里，需要快跑19分钟
才能消耗这些热量”，那么你还会
继续吃下去吗？

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李东进认
为，目前，众多食品和饮料包装上
的标签都会提供营养成分表、卡路
里信息、“无糖”“低糖”“健康
食品”等指标。但一些研究发现，
消费者往往看不懂营养成分表，并
极易被误导选择购买这些“低含
量”商品，从而导致食物摄入量的
增加。

据了解，为了让消费者更容易
理解所吸收的热量状况并促进健康
饮食习惯，英国皇家公共健康协会
曾呼吁，在食品包装上引入运动热
量标签，告诉消费者要消耗掉食物
所含热量需要进行多长时间和什么
强度的运动。

那么这些标签是否能够有效帮
助消费者合理食用零食，并促使消
费者消耗相应的热量呢？李东进团
队最近研究发现，食品包装上的运
动量标签相比于仅提供卡路里标

签，可以使那些正在减肥的人减少
食用量，增加运动量。

“这是因为，对于正在减肥的
人，运动量标签引发了其对热量平
衡的意识，促使被实验者（以下简
称‘被试’）保持热量摄入与热量
消耗之间的平衡。”研究团队的南
开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博士生金惠
贞说。

不过，对于不减肥的人而言，
由于他们对控制体重相关线索并不
敏感，食品包装上的运动量标签和
卡路里标签对被实验者食用量以及
运动量的差异则并不显著。“研究
结果进一步表明，当唤醒被实验者
热量平衡意识时，对于正在减肥的
人而言，运动量标签和卡路里标签
在食用量和运动量上不存在显著差
异，并且都能够促使被实验者保持
热量平衡。”参加此项研究的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特任副教授
李义娜表示。

据介绍，在一项对123名在校
大学生的调查实验中，在进入实验
室之前被实验者要求填写饥饿程度
相关量表，随后将他们随机分为2

组，给每组被实验者一盒新品曲奇
饼干（一盒4包），请他们自由品
尝该新品曲奇饼干（进行食用量测
量），并对其味道等进行评价。其
中一组的饼干盒包装以及每小包饼
干包装上贴着运动量标签，另外一
组的包装上贴着卡路里标签，并在
享用完后要求被实验者填写产品评
价，控制体重情况等，随后，将测

量所有被实验者的运动量。研究
结果发现，控制被实验者饥饿程
度后，食品包装上的运动量标签
相比于卡路里标签，可使那些正
在减肥的人减少食用量，增加运
动量。

随着疫情逐渐好转，复工、开
学在即，因宅家积累的脂肪终于要
浮出表面，“减肥”也成了最热门
的话题。业内人士认为，导致肥胖
的最主要原因是过度饮食和缺乏运
动，于是合理膳食和适量运动成了
大家减肥控制体重的首要选择。但
是，很多人会控制不住食欲，寻找
那些“狂吃不胖”的“无糖”“低
脂”“零卡路里”等食物，导致增
加食用量，却低估了运动量。

金慧贞表示，这不仅不利于减
肥反而更容易引起肥胖，事实上任
何手段，都只能通过热量平衡来产
生减肥效果。运动量标签有助于消
费者更容易理解所吸收的热量状
况，使那些正在减肥的人能够“健
康”地吃零食，促进消费者保持热
量平衡、控制体重，由此可能提高
重复购买，使得食品企业和消费者
实现双赢的目的。

“一项来自英国医学杂志《柳
叶刀》的研究显示，目前中国平均
肥胖率达12%左右，肥胖总人数高
居世界第一。运动量食品标签应在
国内加大推广和应用，有助于解决
令人苦恼的肥胖问题。”李东进
说。

（来源：《经济日报》）

如何“健康”地吃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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