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末秋初，天气依然炎热，外卖、撸串
喝啤酒仍是年轻人的饮食模式，养生素食
则是减肥女士、老年人的三餐主流。然而
这些都是大家印象中的不健康不均衡饮
食，我市疾控中心非传染病预防控制室注
册营养师潘怡则表示，看似不科学的用餐
模式科学的选择则能降低健康危害，吃得
又好又健康。她给市民开出了一份点外
卖、撸串喝啤酒、吃素食的健康攻略。

炎热的天气，一些人又陆续开启了撸
串喝啤酒的夜生活。可是，烧烤虽然好
吃，带来的危害却不少，比如：烧烤过程
中随着温度的升高，食物中的蛋白质和
维生素会遭到破坏；在高温烧烤时会产
生一种高活性致癌物——苯并芘；烧烤的
食材多为高盐、高脂、高能量，吃多了会
发胖，更会增加慢性病的患病风险；还有
食品安全和烟雾污染问题……那有什么
方法可以在吃烧烤时尽量保证健康呢？

潘怡建议市民遵循以下几点原则可
以帮大家最大限度地减少烧烤带来的健
康危害。烧烤安排在晚餐或是夜宵，当天
白天注意饮食均衡适量，各种高能量零食
尽量不吃；选择干净卫生最好是有品质的
烧烤店就餐，食材的安全能更有保障；不
要点太多的肉类，也不要只点某一种肉
类，牛肉、羊肉、鸡肉、海鲜等一样点一些，
同时注意少点或最好不点含胆固醇及饱
和脂肪较高的动物内脏和肥肉；点菜时尽
量做到食物种类均衡，点一些蔬菜、豆制
品以及主食，但注意像金针菇、茄子、韭菜
这些蔬菜，为了口味需求往往会加入过多
的油，尽量少点；无论哪种食材，烤焦的部
位都不要吃，因为那里会集中生成更多的
致癌物；除了烧烤也点一些其他清淡的小
菜，如拍黄瓜、拌豆腐、老虎菜等，毛豆也
是不错的选择，同时嘱咐店家少放盐；饮
料要节制，除了酒类，汽水等含糖饮料也
不要无限量地喝，如果能用白开水、苏打
水代替最好；刚烤好的食物不要着急吃，
避免灼伤口腔及食管黏膜，增加食管癌的

风险；烧烤大餐过后的饮食要注意多吃蔬菜
水果，多喝白开水；最后，烧烤虽美味但真的
不适合经常吃，频率要以“月”计算，每月去
个两三次足矣，如果实在爱吃，建议在家用
烤箱自己制作，没有明火，还能控制油盐的
使用量。

`外卖已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尤其是办公室人群，每天的午餐都要点上一
份外卖，汉堡、米线、盖浇饭、麻辣烫等中西式
快餐特别受欢迎，而咖啡、奶茶、小西点则是
下午茶的必点品。炎热的天气下班回到家，
有时候也会不想做饭，于是外卖又成为了不
少人的晚餐首选。潘怡认为，相比自己采买
制作的饭菜，外卖确实有很多缺点，但如果能
避开外卖常见的“四高”雷区，也能既便利又
健康地吃外卖。

雷区一：重油重盐烹调。选择外卖时，烹
调方法比食材本身更重要。有时候注重了食
物多样，看起来是点了谷类、蔬菜和肉类，实际
上吃到的却是炒饭、炸蔬菜、腌菜、炸鸡、烤肉
等，油炸熏烤的烹调方式不仅让食材中的营养
成分流失，还会在烹制过程中产生一些有毒有
害的物质，更会让食物本身的能量成倍增长，
成为“低营养高能量”的菜品。建议点菜时选
择蒸、煮、炖、白灼、凉拌的做法，尽量少点宫

爆、酱爆、红烧、浇汁以及油炸、熏烤的菜。
雷区二：高能量的各式酱汁。现在外卖餐

单上的各式沙拉种类繁多，包含了多种蔬菜、
肉类、蛋类和谷物，确实很健康。但也会因为
沙拉酱的过多加入变成高能量食物。比如千
岛酱、恺撒沙拉酱等酱料都是一茶勺（约10至
15克）就有至少六七十卡的能量，外卖配的一
小盒酱汁少说也有两勺，而很多人会在沙拉的
基础上再加上一份三明治，这样一来，减脂餐
和普通午餐相比，能量不减反增了。另外，凉
皮凉面中的麻酱、西式快餐中的番茄酱、拌饭
中的甜辣酱，等等，都是能量大户。所以降脂
减肥的人最好不放或少放酱汁。

雷区三：主食点的太多。主食是三餐的
基础，每顿饭都要吃，但要适量、粗细搭配才
最健康。很多人点外卖时往往会不知不觉点
了很多主食，比如“大饼+油条”“凉皮+烧饼”
“包子+粥”“披萨+意面”，这样一餐蛋白质和
各种维生素、矿物质往往不足，而能量却不
少。所以要尽量避免这样的组合，并适量用
粗粮代替精米精面，然后多点些蔬菜、瘦肉、
鱼虾、豆类等。

雷区四：饮料和下午茶。现在的外卖快
餐经常会赠送一瓶甜饮料，咖啡、奶茶、果汁、
汽水，外加小西点、甜饼干、水果捞等下午茶
选择就更多了，让添加糖和反式脂肪乘虚而
入。这些食物都没什么营养，带来的只是高
能量，让人超重肥胖，还会增加慢性病的患病
风险。所以点餐时要尽量避免含糖饮料，用

矿泉水、无糖绿茶、苏打水等代替，习惯了喝
下午茶的人也把拿铁、奶茶之类的换成黑咖
啡、原味酸奶这些饮品，减少健康危害。

天气热人们都喜欢吃得清淡，有些人干
脆吃起了素食。潘怡说，从营养学角度，素食
尤其是严格素食会造成很多营养素的缺乏，
比如蛋白质、维生素B12、n-3多不饱和脂肪
酸、铁、维生素D等，合理搭配各种素食则可
以减少营养素缺乏。

素食的优质蛋白来自植物，而植物蛋白
的质量与动物蛋白相比，除大豆蛋白外，其
他植物蛋白都会缺少1至2种必需氨基酸，
属于不完全蛋白质，所以素食要充分食用
各种豆制品，如豆浆、豆腐、豆干、豆皮等，
每天一大块豆腐（一斤左右）即相当于100
克大豆的量。早餐来一杯豆浆、午餐有黄
豆芽入菜、晚餐有炖豆腐或炒豆干，可以轻
松吃够量。蒸米饭或炒菜随手放一把泡涨
的大豆，或把炒黄豆作为零食，都是素食者
增加大豆摄入的方法。另外要增加全谷物
的摄入比例，三餐中至少一餐有全谷物或
杂豆类，比如燕麦、玉米、小米绿豆粥、全麦
粉蒸的面食等。大豆蛋白质含有较多的赖
氨酸，而谷类蛋白组成中赖氨酸含量很低，
把大豆和谷类食物搭配食用能够发挥蛋白
质的互补作用，提高营养价值，比如用玉
米、小米、豆粉等混合制作的杂合面窝头就
是一种很好的食物。

素食易缺乏n-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
是一大类对人体有益的脂肪酸。推荐素食
人群使用大豆油和（或）菜籽油烹饪，用亚
麻籽油和（或）紫苏油拌凉菜。烹调油用量
也要控制在25至30克左右，不要过多。另
外菌藻类蔬菜含较多的20碳和22碳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因此素食者也应多吃一
些菌藻类蔬菜。同时每天吃一点儿坚果
（10克左右），坚果中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
肪酸、维生素E、B族维生素、钙、铁等营养
物质。

素食者最容易缺乏的营养素是维生素
B12，它主要来源为肉类、动物内脏、鱼、禽、蛋
类以及发酵豆制品，其他植物性食物中基本
不含。长期缺乏会出现手脚麻木、疲乏甚至
引起贫血，可额外服用营养补充剂来弥补缺
乏。发酵豆制品可合成少量的维生素B12，常
见的有腐乳、豆豉、臭豆腐、酸豆浆、豆瓣酱
等，但这类食品多含盐量较高，用它替代食用
盐调味是个不错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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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撸串喝啤酒 要美味别忘健康
营养专家开出美食科学点餐攻略

健康视点
天津市新闻名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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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讲堂

枸杞子菊花决明子麦冬石斛

中药代茶饮缓解眼睛不适

育儿百科

饮食营养

得了甲状腺疾病要控制碘摄入
多吃富含维C果蔬和优质蛋白质

素食多吃豆类补充蛋白
烹调油种类选择有讲究

我国现有约500万盲人，占总人口的0.4%，是世界上盲
和视力损伤严重的国家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老龄
化，非传染性眼病已经成为我国致盲的主要病因，日常生活中
吸烟、饮酒、熬夜、看手机正在成为眼健康的“杀手”。天津中
医一附院眼科王莹莹医生建议人们在戒掉伤眼坏习惯的同
时，经常饮用中药代茶饮可以缓解视疲劳等眼部不适。

王莹莹说，枸杞子、菊花、决明子、麦冬、石斛、丹参等具有清
肝明目、活血通络等功效，外敷在眼部周围，可以通过渗透作用，
加速眼周血液循环，给干涩的眼部"增加营养"，缓解视疲劳。用
这些中药代茶饮，可起到保护眼健康的作用。另外，取绿茶25克
煎汁澄清，用来洗眼也可治疗眼睑炎和急性传染性结膜炎等。

中药护眼茶饮的具体制作方法是枸杞子、菊花、决明子、
麦冬、石斛，取其中两三味冲泡代茶饮，可趁热用茶的蒸气熏
蒸眼睛，持续大约10到15分钟。待茶温热时，可当茶饮用。
而等药茶凉了以后，则可以用两块干净的纱布把药渣包起来，
做成两个简易的护眼贴，敷在眼睛周围。 苏玉珂

患有肝炎的女性，特别是乙肝，常
怕把疾病传给下一代。而母婴传播的
确是乙肝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我市

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马冉副主任医师表示，“有统计显示，我国
母婴传播导致的慢性乙肝患者约占乙肝患者总数的1/2，如果
不进行乙肝的母婴传播阻断，我国每年约有80万新生儿成为乙
肝病毒携带者，其中25%最终将发展成为慢性肝病（包括肝硬
化和肝癌）。大量临床资料和经验表明，接受乙肝母婴阻断治
疗，在产前、产时对孕产妇进行适当干预，同时在产后对新生儿
进行免疫保护，阻断感染的成功率可达95%以上。我市第二人
民医院作为我市最早进行母婴阻断的医院，其干预成功率目前
已高达99%。”

该院肝病三科（肿瘤科）陈鹏说，女性乙肝患者生育时不进
行母婴阻断，新生儿被感染乙肝的几率高达30%至80%。通常
妈妈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将乙肝病毒传染给宝宝。宫内感染即
胎儿在母体内生长发育过程中受到母体内乙肝病毒感染；产时
感染即新生儿吞咽含有乙肝病毒的母血、羊水、阴道分泌物、或
因子宫收缩使胎盘绒毛血管破裂，致使母血渗漏入胎儿血循环
引起婴儿感染乙肝病毒；产后感染即发生在生活中母婴之间的
密切接触。陈鹏建议准备妊娠的女性，应进行乙肝病毒血清学
标志物的筛查，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确认感染了乙肝病毒，
就应进一步接受乙肝病毒DNA、肝功能和肝脏B超检查，以了
解体内乙肝病毒传染性大小，以及是否处于发病期，是否需要
进行抗病毒治疗。这对今后的母婴阻断治疗来说是及其重要
的一步。通常肝功能正常和乙肝病毒DNA降低时，是妊娠最
佳时机。

马冉说，母婴阻断主要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孕期。孕
前肝功正常情况下可放心怀孕，待孕12周左右到医院进行肝功
和HBV病毒的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决定阻断的时间和方案。
像大三阳、DNA阳性、DNA阴性和病毒携带量大的孕妇，从孕
期24周起开始进行干预，每四周进行一次检查；小三阳及病毒
携带量少的孕妇从28周开始进行干预，每四周进行一次检查。
与此同时，孕妇每月还需检查肝功能，孕晚期在医生的指导下
进行胎盘监测。通过孕期的监测和治疗，减少宝宝感染几率。
陈鹏提醒孕妈妈如果这一阶段病毒水平非常高，接受抗病毒治
疗更能降低乙肝宝宝出生的机会。替比夫定和替诺福韦是目
前国际公认的孕妇抗病毒用药。

第二个阶段是产时。通过产时严格的助产技术规范，防止新
生儿产时感染乙肝病毒。为了降低新生儿感染几率，根据孕妇的
病情，选择合适的分娩方式。婴儿出生后，利用乙肝疫苗联合高
效价乙肝免疫球蛋白进行免疫，并根据婴儿出生时的乙肝病毒检
测情况再进行更正，可以大大增高了母婴阻断率。乙型肝炎疫苗
全程需接种3针，宝宝出生24小时内接种第1针，在1个月和6个
月时注射第2和第3针疫苗。宝宝在完成乙型肝炎疫苗全程免疫
接种1个月后，到专科医院就诊，如果乙型肝炎表面抗原阴性，而
表面抗体阳性，则表明免疫接种成功了。

第三阶段是随访。新生儿出生7天内，是阻断的关键期。
因此在住院期间，新生儿主要的乙肝病毒阻断已基本完成，但
还需进行不断随访，对宝宝进行查体和乙肝病毒检测，根据检
测的结果再进行下一步的阻断，直到宝宝周岁。

杨梦礼

产前产时产后实施母婴阻断治疗

乙肝妈妈能拥有健康宝宝

每年拿到体检报
告，就会有不少人被
发现得了甲状腺疾

病。除了担心是否甲状腺癌，要不要手术
治疗外，饮食上的注意也是大家最关心的
问题。我市天津医院营养科医生王文强
说，得了甲状腺相关疾病，就需要注意碘含
量的摄入。
一般海产品中碘的含量比较高，比如

海带、海水鱼类、紫菜、贝壳类、虾类等，其
次牛奶、鸡蛋、肉类等食物中也含有一定的

碘，但是含量相对较低。此外，还需注意少吃
辛辣刺激类的食物，戒烟戒酒，少吃高脂高胆
固醇类的食物，多吃富含维生素C类的蔬菜
水果，更要保证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提高自
身免疫力。

甲亢全称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指由于甲状
腺生成的甲状腺激素增多，血液中的甲状腺激
素过多引起的疾病。研究发现，过量碘的摄入
会增加甲状腺激素的合成。因此，首先要注意
低碘饮食，即每日碘摄入量50微克以下。应
忌食含碘量高的海产品，包括海鱼、海虾、海

带、紫菜、发菜等。此外，由于甲亢导致机体代
谢升高，同时要注意摄入高能量，高蛋白（肉、
蛋、奶）及高维生素（绿色蔬菜和水果）饮食。
甲减全称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是由于甲

状腺激素合成及分泌减少，或其生理效应不
足所致机体代谢降低的一种疾病。如单纯缺
碘引起甲减，可适当补碘。但也有研究发现，
对于碘充足患者，过多的摄入碘，反而可能导
致甲减的加重。如大多数甲减是慢性淋巴性
甲状腺炎（桥本病），高碘饮食则会激活自身
免疫机制，加重甲状腺炎，破坏甲状腺组织，

因此也需要忌碘。
甲状腺功能正常的甲状腺肿，是以缺碘、

致甲状腺肿物质或相关酶缺陷等原因所致的
代偿性甲状腺肿大，后常出现结节性肿大。对
碘的摄入满足生理需要量即可，杜绝高碘膳
食。尽量少吃易导致甲状腺肿大的食物，如卷
心菜和马铃薯中的有机氰化物影响碘化物的
氧化，从而使甲状腺激素合成受影响，引起甲
肿；还有胡萝卜含有的硫脲类物质，豌豆和花生
含有的5-乙烯-2-硫氧氮五环的物质等等。
对于甲状腺癌术后患者而言，甲状腺已

经不存在，理论上碘的摄入量已不重要。但
是对于需要进行碘-131检查或治疗的患者，
建议检查或治疗前后一个月尽量禁碘饮食。
目的是让碘-131在残留甲状腺及甲状腺病
灶中得到充分吸收并尽可能长时间滞留，实
现疗效最大化。

孙德利

烧烤荤素搭配少盐少饮料
拒绝内脏烤焦部位要丢弃

点外卖要远离“四高”雷区
首选蒸煮炖白灼凉拌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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