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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中，并非只有生物才有朋友和天敌，营养素
也有，例如有些食物能促进维C的吸收，有些却对维C
只有破坏作用。

自然界中，并非只有生物才有朋友和天敌，营养素也有，例如有些食物能促进维C的
吸收，有些却对维C只有破坏作用。 维生素C作为人体需求量最大的营养素之一，具有抗
氧化、增加人体免疫力等作用，还能改善铁、钙的利用。 要想获取足够的维生素C，就要
明
了解它的保护神和捣蛋鬼。
○申
吃出健康
CHI CHU JIAN KANG

悄悄告诉你
这些
“
捣蛋鬼”正在阻碍维C吸收
化， 保护菜中的维生素 C 等营养成
分。

保护神

酸

维生素 C 在酸性环境下稳定，
烹调菜肴时适当加点醋， 不但使菜
脆嫩好吃， 而且可以防止维生素 C
遭到破坏， 如炒土豆丝和炒豆芽时
最好加点醋。
水果中的柠檬酸等有机酸也能
对维生素 C 起到保护作用， 比如榨
果蔬汁的时候加片柠檬， 能在一定
程度上减少维生素 C 的损失。

淀粉

土豆、 红薯等薯类食物中富含
维生素 C， 并且其在加热过程中损
失较小， 研究显示， 土豆在蒸熟后
维生素 C 损失极少， 保留率在 80%
以上。
薯类食物富含淀粉， 对维生素
C 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烹调时勾芡
也能起到类似的作用。 但勾芡过的
菜升糖指数较高， 糖尿病患者尽量
少吃， 并控制摄入量。

香辛料

葱、 蒜、 八角、 花椒等香辛料
能减少脂肪氧化和致癌物产生。 这
类香辛料， 都富含多酚和黄酮类物
质， 它们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
在炒菜炝锅的时候加入， 不仅增添
香味， 更能够减缓高温下的油脂氧

吃对食物

捣蛋鬼

碱

与酸相反， 维生素 C 遇到碱特
别不稳定， 容易被破坏。 烹调时不
要加小苏打， 除此之外， 我们烹调
所用的自来水通常也是碱性的， 它
们会影响到食物中的维生素 C。

氧

维生素 C 接触到氧气后， 会发
生氧化反应， 从而造成损失。 许多
蔬菜、 水果一旦切开或切碎暴露在
空气中， 维生素 C 就被氧化破坏。
无论是蔬菜还是水果， 切开后不能
在空气中久存。

盐

有研究发现， 烹饪时加入食盐，
会导致蔬菜中维生素 C 被部分破坏。
烹调时盐形成的高渗溶液使细胞中
的维生素 C 浸析出来， 使其更容易
和一些氧化酶接触， 更容易发生氧
化。
加盐的先后不同， 影响也不一
样， 先加盐会使维生素 C 渗出量增
多， 损失更大。 建议做菜时要少加
盐、 后加盐。

深海鱼等富含欧米伽 脂肪酸的食

西兰花等富含槲皮素的果蔬

猕猴桃等富含维生素 的水果
姜黄

除了要远离捣蛋鬼、亲近保护
神外，以下做法也有助于保护维生
素C。

蔬菜先洗后切

维生素C是一种水溶性的维生
素，处于水溶液状态时，更易流失。
因此清洗蔬菜时， 维生素C会从切
口随水流失，建议在烹调蔬菜时先
洗后切，切后马上烹调。

焯菜时加点盐

蔬菜焯烫过程中，其中的维生
素C、B族维生素等会流失到锅里。
如果在沸水中加入少量食盐，使之
接近生理盐水的溶液，蔬菜就处在
细胞内外浓度相对平衡的环境中，
其可溶性成分扩散到水中的速度
就会减慢。 但加盐切记不能太多，
大半锅水加小半勺即可。

现买现吃，避光保存

蔬菜越新鲜含维生素C越多，
储存过久，其中的氧化酶能使维生
素C氧化。 研究发现，食品暴露于光
照下维生素C会损失。

有抗氧化、 抗炎属性， 有助于阻止体内
组胺的释放， 遏制一种导致炎症的蛋白
质， 减少过敏。
： 生吃大蒜可减轻因温度变化
导致的过敏反应程度， 最好在过敏季节
来临前几周开始生吃大蒜， 但一天不要
超过 3 瓣。
： 鸡蛋黄富含维生素 D， 可避
免因过敏导致的呼吸不畅。
： 酸奶中的乳酸菌是抗过敏
“卫士”， 容易过敏的人平时可适量喝些
酸奶。
： 莴苣、 菠菜等绿叶蔬菜及
海带富含镁， 可缓解过敏导致的鼻塞。
、
： 姜茶可缓解花粉等
环境过敏导致的呼吸道症状； 绿茶中的
儿茶素有抗过敏功效。
： 菠萝蛋白酶能有效缓解哮喘
（
）
等过敏疾病导致的炎症。

大蒜

鸡蛋
酸奶

绿叶菜
热姜茶 绿茶
菠萝

蘑菇富含各种维生素和抗氧化剂， 有益
人体健康。 如何烹饪蘑菇才能最大限度保持
其营养成分？ 西班牙科学家给出的答案是：
烤着吃。 西班牙科学家发现， 煎、 炒或者水
煮蘑菇会造成其中蛋白质和抗氧化剂成分流
失， 这或许因为蘑菇中的部分营养物质溶解
于水或油中。 如果用微波炉或烤箱配以橄榄
油微烤， 则有利保留蘑菇所含的氨基酸和维
生素。 这些物质均有益血细胞健康， 能产生
能量， 促进脂肪和蛋白质的新陈代谢。

西红柿或能抗胃癌
不少研究显示， 西红柿里富含的番茄红
素能防癌， 如预防前列腺癌等。 意大利一项
研究则认为， 全番茄提取物能破坏胃癌细胞
繁殖增长能力， 最终导致癌细胞死亡。 研究
人员称， 西红柿之所以能防癌抗癌， 不仅仅
是因为含番茄红素， 事实上， 西红柿作为整
体能抑制胃癌细胞增长。

对付口腔溃疡试试复合维 B
口腔溃疡又称“口疮”， 一般人都认为
夏天会火气大， 才易溃疡， 其实人感冒、 情
绪低落、 身体疲倦或免疫力下降时， 口腔溃
疡也易发生。 口腔溃疡多半也伴维生素 B2
缺乏， 用维生素 B2、 B6 等维生素 B 群治疗
都有效。 一次摄取全部的 B 族维生素， 要比
分别摄取效果更好， 因此建议服用复合维生
素 B。 此外， 适当减压， 保证充足睡眠， 多
食用含锌的食物， 如瘦肉、 蛋类、 花生、 核
桃等， 有助促进愈合。

腐烂生姜千万别吃

对抗过敏

夏天是过敏多发季节， 很多人被过
敏导致的瘙痒、 脱皮困扰。 日常饮食中
有些食物的营养成分能抑制过敏症状，
有助对抗过敏。
3
： 每周吃两份富含欧米伽 3 的金枪鱼、
沙丁鱼等深海鱼可预防过敏； 核桃等树
坚果也含有丰富的欧米伽 3 有助于预防
过敏。
： 组胺
是引起过敏反应的重要物质。 槲皮素有
助于减轻过敏产生的组胺反应， 缓解流
鼻涕、 流眼泪、 身体肿胀等症状。 西兰
花、 花菜、 草莓、 苹果等果蔬均含有槲
皮素； 辣椒、 洋葱能促进槲皮素的吸收。
： 猕
C
猴桃和柑橘类水果富含维生素 C， 对降
低体内组胺水平有显著作用， 从而减轻
过敏反应。
： 姜黄是一种常见调味品， 具

物

TIPS：
这些方式可以留住维C

蘑菇烤着吃最健康

广文

生姜是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的一种食
材， 除了含有糖类、 蛋白质、 氨基酸、 维生
素等常见营养素， 还含有黄樟素。 黄樟素低
毒， 一定量级可致癌。 所以过食生姜有可能
增加癌症的患发率， 尤其是肝癌。 有人认为
“烂姜不烂味”， 即使生姜有些烂了， 也会把
烂的削掉后接着吃。 其实腐烂的生姜亦会产
生毒素， 即使切除， 仍有致癌的可能， 严重
时甚至会导致机体罹患食道癌和肝癌。 所
以， 生姜一旦出现腐烂， 一定要扔掉。

南瓜子热量较低
瓜子家族中， 南瓜子的热量最低， 每
100 克白瓜子热量约为 556 卡路里， 100 克
葵花子约为 628 卡路里， 而 100 克南瓜子仅
为 520 卡路里， 所以选择南瓜子是明智之
举。 但是， 还需要提醒的是南瓜子吃多了，
照样容易上火， 所以花茶、 绿茶、 蔬果是必
不可缺的伴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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