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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流行期，除了勤洗
手、戴口罩和尽量少出门以外，
合理饮食也是提高身体免疫力
的有效方法。在缺乏日晒和运
动的漫长“宅”家过程中，如何吃
出健康，吃出抵抗力？海口市人
民医院营养科医生徐超表示，遵
循以下饮食原则可以有效防止
便秘和增强抵抗力。

主食粗细搭配，多吃全谷杂
豆和薯类。这类食物富含充足
的膳食纤维，可以预防便秘，维
护肠道健康。此外，这类主食含
有丰富的维生素B族、钙、钾等
营养成分，且脂肪的含量低，并
且血糖生成指数更低。按照饮
食指导，每天每人食用50g至
150g全谷物食物。

多吃新鲜果蔬。橙黄色和
深绿色果蔬（橙子、胡萝卜、南
瓜、西兰花、菠菜等）含有能促进
抗体合成的维生素C，还可提供
大量胡萝卜素，其可在人体内转
化为维生素A，有助于维持皮肤
和黏膜的完整性。除此之外，果
蔬中的很多植物化学物都具有
抗氧化作用，对提高身体抵抗力
也有一定作用。

少盐少油、不喝酒不吸烟。
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及防控
疫情，务必不要吸烟，不要喝
酒。少盐少油则需要大家在做
饭炒菜时注意。日常食用的零
食，要计算热量以及钠摄入量，
保证健康标准。

尽量分餐、使用公筷公勺。
虽然家人知根知底，但因为偶尔
的外出，每个人的抵抗力不同，
也会增加感染病毒的风险。为
避免家人之间的人传人，吃饭
时，大家最好使用公筷公勺，降
低传染危险。

足量饮水。水分进入人体
内后，可以及时补充肠胃道对食
物进行消化过程中所需的水分，
使大便不燥结，容易排出体外，
从而预防便秘。喝水要遵循少
量、多次、慢饮的原则，不要等口
渴了才喝水。蔬菜汤、鱼汤和鸡
汤不仅可以提高食欲，也可以增
强抵抗力。

烹调以蒸煮为主。这个方
法不仅有助锁住食物的营养，并
且还能连汤带菜一起吃掉，不浪
费溶进汤里的钾、镁、维生素C、
维生素B2、类黄酮等营养素。
少吃油炸食品，肉类尽量采用清
炖的方法。

烹调首选植物油。在疫情
期间，烹调应首选植物油，增加
优质脂肪的摄入，比如花生油、
橄榄油、亚麻籽油和紫苏油等。
每天吃一小把坚果也能提供优
质脂肪。坚果富含多种B族维
生素，以及铁、锌、钙、镁等各种
矿物质，这些营养素都有助维持
正常的免疫功能。

生熟分开。为了保证食品
安全，烹调时要注意生熟分开，
即生的肉、禽和海产品要与其他
食物分开；处理生的食物要有专
用的设备和用具，例如刀具和切
肉板；使用器皿储存食物以避免
生熟食物互相接触。食物要彻
底烧熟煮透，尤其是肉、禽、蛋和
水产品。

适量添加营养素补充剂。
从果蔬中摄入维生素C当然是
最好的，但如果疫情期间蔬果暂
时供应不足，每天服用两三粒维
生素C小药片也是可以的（普通
非处方药物即可，复合维生素也
可）。如果已经缺乏维生素C，
需要适当加量，但建议不超过每
天1000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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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侯赛 徐晗溪

老年人感染新冠肺炎病毒后病情
较重、预后较差。良好营养是保障身体
免疫功能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对改善
和提高老年人的免疫力尤为重要。

“老年人由于牙齿缺损、消化液
分泌减少、胃肠蠕动减弱等原因，容
易出现食欲下降和早饱现象，造成食
物摄入不足和营养缺乏。”海口市人
民医院营养科医生徐超建议，疫情期
间，需采取多种方法增加老年人的食
欲和进食量。

首先要尽量丰富食物种类。老年
人每天摄入的食物品种应达到12种
及以上。保证早餐有1~2种以上主

食、1个鸡蛋、1杯奶以及适量蔬菜与
水果；中餐和晚餐有2种以上主食、1~
2种肉菜、1~2种蔬菜、1种豆制品。

保证一天的进食时间相对固
定。高龄老人（80岁以上）、身体虚弱
以及体重出现明显下降的老年人，可
在正餐之外考虑适量加餐，以保证充
足的食物摄入。睡前一小时内不建议
进食饮水，以免影响睡眠。对于食量
小的老年人，在正餐之前和进餐时建
议少喝汤水，以免影响食物摄入量。

制作遵循细软易消化原则。建
议多采用煮、蒸、炖、烩、烧、焖等方
法，少煎炸和熏烤，并适当延长烹饪
时间，饭菜煮软烧烂，便于进食和消
化。尽量将食物切成小块之后再烹

饪，例如肉类切丝或片，也可剁成肉
糜，鱼虾类可制作成鱼片、鱼羹、虾仁
等。对于一些坚硬的食物如坚果、杂
粮等，可以磨成粉，比如核桃粉、玉米
粉、芝麻粉；质地较硬的水果或蔬菜
可以粉碎榨汁食用，但不要弃渣。

注意主动饮水。老年人身体对
缺水的耐受性下降，往往在感到口渴
时，身体其实已经十分缺水了。为了
避免隐性缺水，老年人应主动饮水，
少量多次，并养成定时饮水的习惯，
例如清晨一杯温开水，睡前1~2小时
1杯水，每次50~100毫升，每天保证
饮水量不低于1200毫升，最好能达
到1500~1700毫升，首选温热的白
开水，也可选择淡茶水。

■ 本报记者 侯赛 徐晗溪

儿童生长发育迅速，对各种营养
物质的需求量较高，良好的个人营养
状况可以降低感染新冠肺炎病毒风
险。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儿科主
任王红怡表示，虽然学龄前儿童摄入
的食物种类和饮食结构已开始接近
成人，但其消化系统尚未完全成熟，
咀嚼能力仍较差，因此其食物的加工
烹调应与成人有一定的差异。

●合理安排加餐

学龄前儿童生长发育迅速，三次
正餐基础上可以至少安排两次加餐，
加餐分量宜少，以免影响正餐进食

量；加餐以奶类、水果为主，配以少量
松软面点。

●食物细软易消化

学龄前儿童咀嚼能力差，蔬菜切
碎、瘦肉剁碎有利于咀嚼，可将多种
食物制作成包子、丸子或饺子。

●天天喝奶

为满足骨骼生长需要，要保证每
天300ml左右鲜奶，也可选择适量奶
粉和奶酪。

●预防儿童贫血

贫血会降低抗感染的能力。适
量增加红肉（猪牛羊肉）、动物血、动
物内脏等富含血红素铁的食物。

●合理选择零食

零食应尽可能与加餐相结合，以
不影响正餐为宜。避免选择油炸及膨
化食品，选择新鲜、天然、易消化食物，
如奶制品、水果、坚果和豆类食物。

●多喝白开水

学龄前儿童新陈代谢旺盛，活动量
多，水分需求量大，建议每天饮水以白开
水为主，避免或少喝含糖饮料，可适当
选择家庭自制的豆浆、果汁等天然饮品。

●适量增加优质脂肪的摄入

学龄前儿童对脂肪的需要量高
于成人，可选择健康优质脂肪，如坚
果、牛油果、深海鱼等。

如何巧囤蔬菜吃得健康？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提倡
餐餐有蔬菜，推荐每天摄入300g~
500g，其中深色蔬菜应占1/2，新鲜
水果推荐每天摄入200g~350g。

徐超认为，在疫情期间，多吃蔬
菜水果有助于提高免疫力，那么就需
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增加一些。如此
算来，每人每周需要摄入七八斤各类
蔬菜和五斤左右的水果。

如果一次性采购这么多蔬菜水
果，还想要保持蔬果的新鲜，实属不
易。很多人把买回来的蔬菜、水果一
股脑塞进冰箱，这种做法其实是非
常错误的，因为蔬菜水果对温度的
喜好不同，要先摸清它们的“脾气”，
才能安排得明明白白。徐超建议，可
以按照不同的温度来保存食物。

0℃～4℃冰箱冷藏层的温度：绝
大多数的绿叶菜和原产于温带的水
果，比如白菜、菠菜、菜花、芹菜、苹

果，都适合存放在0℃～4℃，只是放
冰箱之前要做一些小准备，去掉已经
被挤压、腐烂的叶子和坏果，绿叶菜
要避免沾水，套上干净的保鲜袋并扎
几个小孔用来给蔬菜水果透气。

15℃ 阳台的温度：番茄、黄瓜、青
椒这些水分较多的蔬菜水果不需要放
进冰箱，只需要放到阳台或者室内温度
较低的地方就可以了，太冷的温度会让
它们产生黑斑，进而变质；根茎类的蔬
菜，如山药、马铃薯等，可以给它们包裹
上一层报纸存放在阳台避光处，只要保
持低温和干燥就可以。

-18℃ 冰箱冷冻层的温度：有一
些蔬菜冷冻起来不但不会影响口感，还
能将保质期延长到四个月，甚至更久。
比如，豇豆、四季豆、豌豆等可以先用水
煮到半生，再放进冰箱冷冻，这样可以
避免表面出现冻伤的黑斑，而且解冻后
再进行烹饪也不会影响营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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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食物的
冷冻保质期

红肉类
主要包括猪、牛、

羊肉等。保质期为
10—12 个月。其中
牛肉性质比猪、羊肉
稳定，瘦肉比肥肉保
存时间长一些。

禽肉类
鸡、鸭、鹅肉等。保质期比红肉类稍短，

为8—10个月。

海鲜、河鲜类
包括鱼、虾、鳖、

贝类等。由于它们含
有大量易于氧化的不
饱和脂肪酸，所以保
质期比畜禽肉类更短
一些，一般能达半年
左右，最好在4个月
内食用。

蔬菜类
一般来讲，绿叶菜、瓜果类蔬菜不能冷

冻，只能冷藏。但玉米、板栗、豆类等可以冷
冻保鲜。豌豆、蚕豆、青豆等一般只能保持2
个月左右的新鲜。而玉米、板栗可以保存5
个月左右。

速冻主食
如饺子、包子、汤

圆、馄饨等。由于在
低温条件下，成分复
杂的馅料会逐渐发
生口感的变化，而且
也容易串味，所以不
宜冷冻太长时间，最
好能在一两个月内
吃完。

老年人居家膳食

丰富种类，制作细软

学龄前儿童

合理安排加餐增营养

■ 本报记者 侯赛

随着疫情的发展，很多
小区封闭、交通限流，买菜成
了一场小“战役”。米面粮油
倒是好说，容易储存，不易腐
烂。肉制品也统统塞到冰箱
的冷冻层就可以了，但蔬菜
水果怎么办？存放不当很容
易腐败变质，但不吃蔬菜水
果，又会导致营养缺乏，免疫
力降低。

海南日报记者采访了海
口市人民医院营养科医生徐
超，来教教大家如何机智地
贮存蔬菜，既能够满足日常
所需，又不会造成浪费。

买回来一大堆蔬菜水果，也按照
正确的温度分别储藏了，是不是就可
以高枕无忧了呢？可别掉以轻心，蔬
菜水果吃起来也要讲究先后顺序。

徐超建议，绿叶菜放进冰箱四五
天，外表看上去依然翠绿新鲜，但最好
在2天之内吃完。因为随着时间的推

移，绿叶菜叶部从土壤中吸收的硝酸
盐会转化为亚硝酸盐，存在致癌风险。

大白菜、茄子、椰菜花等十字花
科和茄科蔬菜保存的时间稍长一些，
但维生素会随着存放时间不断下降，
尽量在4～5天内吃完。

山药、萝卜、马铃薯等根茎类蔬
菜保存的时间最长，营养也很少流
失，可以放到最后吃，只是淀粉含量
比较高，最好代替部分主食。

每人每天需摄入1公斤左右蔬果

不同蔬菜的食用也讲先后顺序

制图/陈海冰

冷冻食品
同样有营养
■ 本报记者 侯赛

冷冻饺子、冷冻肉类……疫情期间，在尽
量减少出门购物次数的情况下，购买一些冷
冻食品存入冰箱，可以缓一缓大家的燃眉之
急。那么，如何判断冷冻食品的好坏？不同
食物的冷冻保质期有多久呢？海南日报记者
邀请海南省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黎艺和大家
说一说关于冷冻食品的几个小知识！

如何选购冷冻食品

买冷冻食品最好去正规超市、卖场，选购
有资质企业的品牌产品;要注意查看产品的
生产日期、保质期和“QS”标志;产品包装要
密封完整;产品表面坚硬，未出现软化现象;
肉禽产品要无大量血水冰块残留;一次购买
量不要太大，以一周食用量为宜。

在超市里该如何分辨冷冻食品的好坏？
黎艺表示，可以综合利用眼观、手捏、鼻嗅的
方法进行判断。

眼观：观察超市里的冷柜够不够“冷”，冷
柜温度是否够低，一般需要保持在-15℃以下。

手捏：拿起包装，用手轻捏产品，如果产
品不硬，有发软现象，则有可能是变质产品。
开袋食用前再看冷冻食品的外表够不够

“纯”，真正的冷冻食品是在速冻机上以最快
的速度和时间通过0℃至5℃的水晶带。因
此，产品颜色应与速冻前新鲜产品是一致
的。如果产品的色泽发灰、发暗、发黄，表示
产品在储存、运输等过程温度未达到要求，产
品已经变质，不宜食用。

鼻嗅：腐败变质的产品会有酸败味，所以
用鼻子嗅一嗅也是必要的，如有酸败味，产品
已经变质，不宜食用。

冷冻食品有营养吗？

冷冻食品能保证营养吗？首先我们要看
看冷冻食品的生产原理。工业化生产的正规
冷冻食品，要经过原料进厂验收控制、加工现
场卫生控制、产品出厂检验控制、快速处理、
冷冻保鲜存储流通控制等程序。从而无需添
加任何防腐剂、抗氧化剂等物质，就能保证食
物的新鲜。

因为，冷冻能够降低食品基质中水分的
活性，抑制微生物和许多酶的活性，降低各种
化学、生化反应的速度，减缓食品腐烂变质速
度，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天然食品原有的
新鲜程度、色泽、风味及营养成分，并延长食
品有效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