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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土豆真的是非常好吃的食
材，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是非常的
常见。那么，今天就为大家详细的介绍
一下这个土豆的营养价值以及这个土
豆的挑选方法，接下来赶紧跟着一起
来看看土豆的好处。

一、土豆的营养价值
马铃薯富有营养，是抗衰老的食

物之一。马铃薯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1、B2、B6 和泛酸等 B 群维生素及
大量的优质纤维素，还含有微量元素、
氨基酸、蛋白质、脂肪和优质淀粉等营
养元素。这些成分在人的肌体抗老防
病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吃马铃薯不必担心脂肪过剩，因
为它只含 0.1%的脂肪，是所有充饥食
物中脂肪含量最低的。每天多吃马铃
薯，可以减少脂肪摄入，可以让身体把
多余脂肪渐渐代谢掉，消除你的心腹
之患。

土豆含有大量淀粉以及蛋白质、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等，能促进脾
胃的消化功能。

马铃薯的营养价值很高，优质淀
粉含量约为 16.5%，土豆中的淀粉在
体内吸收缓慢，不会导致血糖过快上
升。还含有大量木质素等，被誉为人类
的“第二面包”。

马铃薯中含有大量的优质纤维
素，在肠道内可以供给肠道微生物大

量营养，促进肠道微生物生长发育。同时
还可以促进肠道蠕动，保持肠道水分，有
预防便秘和防治癌症等作用。

土豆所含少量龙葵素，能减少胃液
分泌，缓解痉挛，对胃痛有一定的治疗作
用。

土豆所含的维生素是胡萝卜的 2
倍、大白菜的 3 倍、西红柿的 4 倍，维生
素 C 的含量为蔬菜之最。专家们发现，
在前苏联、保加利亚、厄瓜多尔等国著名
的长寿之乡里，人们的主食就是马铃薯。

马铃薯除含有蛋白质外，还含有丰
富的碳水化合物，每百克高达 16.8 克，
并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维生素 A、维生
素 B1B2和钙、磷、铁等矿物质。同时它
还含有维生素 B6，维生素 B6 有防止动
脉硬化的功效。所以常食马铃薯可减少
脑溢血的发病率。

马铃薯含钾量丰富，100 克中含
502 毫克，有高钾蔬菜之称。钾在人体
内，能加强肌肉的兴奋性，维持心跳节
律，对心肌有保护作用。钾是钠的克星，
可以防止高食盐摄入引起的血压升高，
具有明显降压作用。

土豆深色的外皮富含维生素和钾，
削皮吃会损失营养。研究显示，紧贴土豆
皮下层部分所含的维生素高达 80%，远
远高于土豆内部的肉。

二、如何挑选土豆
质量好的土豆与差的土豆比较

质量好的皮薄光滑，没有损伤;大小
均匀一致，皮干燥，没有水泡。劣质的土豆
个体较小，大小不一，有虫洞，发芽变绿。

形状。尽量挑选圆的土豆，因为较扁
的土豆来说圆的更好削一点。

拒绝有毒素的土豆。什么样的土豆
有毒素呢?发芽的土豆、外表变绿的、每
部有黑色(斑)或者淤青、已经腐坏的土
豆等都含有毒素，不要吃了。

尽量挑选干燥的土豆。外皮干燥的
土豆放置的时间比较长一点，有水泡的

土豆尽量不要购买，因为要不了多久土
豆就会坏掉的。

什么样的土豆新鲜。颜色浅黄，摸着
光洁，皮完整，质地较为紧密的土豆比较
新鲜。

相信看完了以上的这篇文章之后，
大家对于这个土豆的营养价值以及其挑
选方法一定是有了一个比较全新的认识
以及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了吧! 这个土
豆是非常有营养的食材，平时可以多吃
一些。 健康网

吃土豆能起抗癌的作用

吃东西后塞牙是再常见不过的
事情，很多人用牙签剔牙了事。然而，
这会伤害牙龈，让塞牙变得越来越严
重，而且食物残渣会在牙缝里发酵，
细菌滋生产生口臭，逐渐腐蚀牙齿，
时间长了会导致牙齿松动甚至脱落。
广州有口腔医学专家指出，正常的牙
齿是不会塞牙的，塞牙后剔牙应该用
牙线而不是牙签。中老年人特别容易
塞牙，建议去找牙医做填充、修复等
治疗。

48 岁的刘先生怎么也没想到，导
致他牙齿脱落的罪魁祸首竟是食物
塞牙。10 多年前，他吃肉食、青菜就
开始塞牙，每次在饭桌上有大半的时

间就是拿牙签剔牙，虽然感觉不舒服，
但他习以为常，就这么拖了 10 多年。最
近，他发现吃东西后大牙就钻心的疼，
还有出血现象，照镜子发现下颌大牙牙
根外露，用手触摸可以左右晃动。在暨
南大学附属穗华口腔医院，医生检查发
现他患有严重的牙周病，牙龈萎缩并且
边缘严重红肿，周边牙体组织已经溢
脓，牙槽骨受到破坏后被吸收，牙齿松
动已达 2 级以上，咀嚼功能已丧失。医
生为他拔掉下颌两颗松动的大牙并治
疗炎症，3 个月后运用 3D 靶向种植术
为他做了种植牙。

暨南大学附属穗华口腔医院种植
科主任冯智强博士指出，塞牙在医学上

称为食物嵌塞，又称“嵌食症”，主要发
生在牙周炎患者和中老年人身上。正常
情况下，牙与牙之间紧密接触，不会发生
塞牙。塞牙常常出现在中老年人身上，一
方面是因为中老年人牙齿的咬合面越来
越平，咀嚼食物时需要花费力气，当上下
牙齿对合时推力变大，牙齿就会把食物
压入对面的两牙之间的间隙内；另一方
面，中老年人牙槽骨变平，嚼过的东西滞
留在牙缝周围，也容易造成塞牙。

如果老是塞牙的话，食物残渣会在
牙缝里发酵，细菌孳生引起口臭。更为
严重的是，细菌慢慢地腐蚀牙齿，造成
龋坏、根尖周炎等，甚至会对牙龈和骨
头产生压力，压伤牙龈，使牙槽骨逐渐

吸收，令牙龈与牙根暴露。如果嵌塞的
食物比较坚硬，就会损伤牙龈，容易发
生感染，甚至形成脓肿，最后不得不拔
掉牙齿。

“一旦发生食物嵌塞，只要剔牙即
可”的观点是错误的。不正确的剔牙方
法只会伤害牙龈，让塞牙愈加严重。冯
智强称，牙线才是剔牙最好的工具，将
牙线放于两牙之间轻轻加压，牙线越过
两牙接触点将塞在牙里的食物挤出。医
生对于塞牙的常用治疗方法有：充填牙
齿邻面的龋洞，及时修复缺失牙或者摘
取不适合的活动假牙，磨去过高的牙尖
和陡突的牙冠边缘，调正咬颌关系等。
塞牙患者应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
尽量坚持每天早中晚饭后刷牙；定期到
口腔专科防治牙周炎、牙结石、牙龈炎
等炎性口腔病；避免长期单侧咀嚼。

广州日报

食物长年塞牙 可致牙齿脱落

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冬菇应该都
不是太陌生了吧!这个冬菇有着非常
多的营养。那么，今天就为大家简单
的介绍一下这个冬菇的营养价值以
及其功效与作用，赶紧跟着一起来
看看。

冬菇 ,又名香蕈、香信、香菌、
香菇、香菰，为侧耳科植物香蕈的子
实体。

冬菇是香港人很喜爱的副食
品，也是世界著名的食用菇菌。冬菇
有特殊的香味，入口软滑而有菇味，
以天白花菇为极品。冬菇并非越大
越好，大如香信者，大而无当，价钱
极低。最好冬菇是不大不小，一口一
个为妙。干冬菇有一股芳香气味，而
鲜冬菇并没有。香菇因营养丰富、肉
质嫩滑、风味独特，早被人们冠以
“山珍”美誉。

一、冬菇的营养价值
冬菇具有高蛋白、低脂肪、多

糖、多种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的菌
类食物。

富含铜，铜是人体健康不可缺
少的微量营养素，对于血液、中枢神
经和免疫系统，头发、皮肤和骨骼组

织以及脑子和肝、心等内脏的发育和
功能有重要影响。

冬菇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多种人
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二、冬菇的功效与作用
冬菇性味甘、平、凉;人肝、胃经。
有补肝肾、健脾胃、益气血、益智

安神、美容颜之功效。还可化痰理
气，益胃和中，解毒，抗肿瘤，托痘
疹。

主治食欲不振、身体虚弱、小便
失禁、大便秘结、形体肥胖、肿瘤疮
疡等病症。

三、提高机体免疫功能
冬菇多糖可提高小鼠腹腔巨噬

细胞的吞噬功能，还可促进 T 淋巴
细胞的产生，并提高 T 淋巴细胞的
杀伤活性;

延缓衰老。冬菇的水提取物对
过氧化氢有清除作用，对体内的过
氧化氢有一定的消除作用;

防癌抗癌。冬菇菌盖部分含有
双链结构的核糖核酸，进入人体后，
会产生具有抗癌作用的干扰素;

降血压、降血脂、降胆固醇。冬
菇中含有嘌呤、胆碱、酪氨酸、氧化
酶以及某些核酸物质，能起到降血
压、降胆固醇、降血脂的作用，又可
预防动脉硬化、肝硬化等疾病。

疾病的治疗。冬菇还对糖尿病、
肺结核、传染性肝炎、神经炎等起治
疗作用，又可用于消化不良、便秘
等。

养肝。可助于肝脏结构和功能的维
护和修复。适宜于肝病患者。

鲜香菇的品质，主要从大小、形状、
菌帽的厚度、色泽、香气、有无虫害等方
面鉴别。

用水润湿而发黑的，或过干的，用手
一摁就破碎的，品质不好。

干香菇从以下各方面鉴别
①品质整齐。同一规格的大小一致，

如有混合的，好的要占多数。
②香气。香菇特有的香气大的好。
③干燥。水分含量在 13%以下的

好。
④重量。与蘑菇的容积对比，重量大

的好。
⑤菌柄的形状。菌柄比较短，根小的

好。
⑥菌褶的形状与色泽。菌槽整齐，没

有缺陷，淡黄色至乳白色的好。
⑦菌帽的形状与色泽。肉厚，不全开

启，呈半圆形或圆形而整齐的好。要具有
香菇特有的色泽，以鲜明的为好。

⑧霉菌。生长霉菌的品质不好。
以上的介绍的是这个冬菇的相关营

养价值以及其功效与作用。相信看完了
这篇文章以后大家都能够够有了一个自
己独到的认识以及一定的了解了吧!如
果你不喜欢吃的话! 从今天开始可以试
着吃一下。

新浪网

冬菇的营养价值 能抗癌防癌

这个夏威夷果真的是一种非常
好吃的食材，这种坚果中含有非常大
量的营养物质，那么，今天就为大家
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夏威夷果的营
养价值以及这个夏威夷果的挑选方
法，赶紧来看看这个夏威夷果的好
处。

很多人可能对于这种坚果都很
陌生，但实际上它已经被引入了我
国，在很多地方也是可以买到的。实
际上很多坚果都有着益智养生的良
好作用，而夏威夷果更是如此，如果
有条件的话，推荐大家可以在平时适
当食用一些，即美味，又健康。

一、夏威夷果的营养价值
夏威夷果油中富含的维生素 E

能起到一个 “有益的类似抑制物的
作用”。人体摄入饱和脂肪酸后，它
们分解产生促进炎症的荷尔蒙。

而当人体摄入夏威夷果油中的
不饱和脂肪酸，它们将分解产生抑制
炎症的荷尔蒙。因此长期食用夏威夷
果油可以预防风湿性关节炎。

在夏威夷果油的众多成分中，胡萝
卜素和叶绿素赋予澳洲坚果油金黄透
绿的独特色泽。

而叶绿素起新陈代谢作用，促进细
胞生长，加速伤口愈合，还有助于营养
和美化皮肤，减少皱纹的产生。

肠癌在另一项研究的研究人员证
实，B 一谷甾醇是存在于夏威夷果油中
的一种植物脂肪，能阻止前列腺癌细胞
的生长。

最近的一项研究则表明澳洲坚果
油能预防肠癌，夏威夷果油同胃酸反应
后能防止肠癌与直肠癌的攻击。

夏威夷果补脑益智脑细胞由 60%
的不饱和脂肪酸和 35%的蛋白质构
成。因此，对于大脑的发育来说，需要的
第一营养成分是不饱和脂肪酸。

夏威夷果(澳洲坚果)中含有大量的
不饱和脂肪酸，还含有 15%———20%的
优质蛋白质和十几种重要的氨基酸，这
些氨基酸都是构成脑神经细胞的主要
成分。

坚果中对大脑神经细胞有益的维

生素 b1、b2、b6，维生素 e 及钙、磷、铁、
锌等的含量也较高。因此，吃坚果对改
善脑部营养很有益处，特别适合孕妇和
儿童食用。

夏威夷果油是最好的保健油，其所
含各种营养成分的人体消化吸收率极
高，是胃肠道最容易吸收的油类。夏威
夷果油具有减少胃酸，阻止胃炎及十二
指肠溃疡的功能。

夏威夷果油中富含的单不饱和
脂肪酸能降低血压、调节和控制血
糖水平、改善糖尿病患者的脂质代
谢，是糖尿病患者最好的脂肪补充
来源。

此外，澳洲坚果油中富含的抗氧化
剂，可以限制糖尿病患者体内的过氧化
过程。美国医学博士说“油酸能降低血
压，平衡血脂、血糖，使之正常”。

难以经常就医的糖尿病患者，坚持
饮食疗法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事。

二、夏威夷果的挑选方法
夏威夷果(澳洲坚果)果仁营养丰富

(呈奶白色)，其外果皮青绿色，内果皮坚

硬，呈褐色，单果重 15—16 克。夏威夷
果营养成分极其丰富，其含油量高达
60%-80%，还含有丰富的钙、磷、铁、维
生素 B1、B2 和氨基酸。

购买夏威夷果的时候，挑选个头大
而且果肉饱满的。先闻闻香味，是否清
香，越清香越好。

现在市场上销售的夏威夷果都是
经过加工的，都会有裂口，可以从裂口
上看到果肉，如果是白的应该就是好
的，如果是棕色或其他的话就是坏的，
或者是不够新鲜的果实。

夏威夷果的口味也略有不同，大致
有三种：原味的，奶油的和盐焗的。原味
的和奶油味的夏威夷果，通常女性和孩
子比较中意，而盐焗口味的男士和老年
人比较钟爱。

夏威夷果加工好的成品，保质期为
半年，但是不宜一次购买过多，建议随
吃随买保持食物口感新鲜。

通过以上介绍之后，相信广大的
读者朋友们对于这个夏威夷果的营
养价值以及这个夏威夷果的挑选方
法一定是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
以及一定的了解了，这个夏威夷果真
的是非常好的食材，平时可以多吃。

新浪网

夏威夷果能预防关节炎

榛蘑滑嫩爽口、味道鲜美、营养丰
富，被一些发达国家列为一类食品。一
般多生在浅山区的榛柴岗上，故而得
名“榛蘑”。那么，今天就为大家简单
的介绍一下这个榛蘑的营养价值以及
其功效与作用，赶紧来看看。

一、榛蘑的营养价值
榛蘑采自于大兴安岭原始森林，

它富含大量钙、磷、铁等微量元素、蛋
白质、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等营养成
分，是一般蔬菜的十几倍，被一些发达
国家列为一类食品。

油脂。榛蘑本身富含油脂，使所含
的脂溶性维生素更易为人体所吸收，
对体弱、病后虚羸、易饥饿的人都有很
好的补养作用。

维生素 E。榛蘑的维生素 E 含量
高达 36%，能有效地延缓衰老，防治
血管硬化，润泽肌肤的功效。

紫杉酚。榛蘑里包含着抗癌化学
成分紫杉酚，可以治疗卵巢癌和乳腺
癌以及其他一些癌症，可延长病人的
生命期。

二、榛蘑的功效与作用
榛蘑是传统中医药材，具有祛风

活络，强筋壮骨的功能。常用于治羊痫
风，腰腿疼痛，佝偻病等;经常食用可
预防视力减退，夜盲症，皮肤干燥;并
增强对呼吸、消化道传染病的抵抗力。

保护视力。经常食用野生榛蘑，可
以皮肤干燥，并可抵抗某些呼吸道及

消化道感染疾病，榛蘑的功效还不限于
此，它对预防视力减退、夜盲也很有效
果，如果你是经常坐在电脑前工作的人，
建议你多吃点榛蘑，对眼睛视力保护很
有帮助。

开胃。榛蘑本身有一种天然的香气，
具有开胃的功效，丰富的纤维素还有助
消化和防治便秘的作用。

降低胆固醇。榛蘑具有降低胆固醇
的作用，避免了肉类中饱和脂肪酸对身
体的危害，能够有效地防止心脑血管疾
病的发生。

治羊痫风。榛蘑四两，白糖三两。用
水煮榛蘑，滤汁，加白糖。随便饮，日服五
次。

治腰腿疼痛。榛蘑三两，炙马前子一
钱。共研细末，每次服一钱，日服二次。

治佝偻病。榛蘑二斤。放瓦上焙干，
研细末，每次二至三钱，日服一次，白酒
为引。

三、选购榛蘑的方法
选榛蘑最重要的就是闻香气，如果

干榛蘑本身闻起来味道很淡的话，做出
来味道总是差点意思，得选本身香气比
较浓郁的才好。

相信看完了以上的这篇文章之后，
大家对于这个榛蘑的营养价值以及其功
效与作用一定是有了一个比较全新的认
识以及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了吧! 这个
榛蘑是非常有营养的食材，平时可以多
吃一些。 新浪网

常吃榛蘑能够保护视力

豆腐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家常
菜，它的做法很多，也很美味，它的功
效也很多，能帮助我们补充身体必需
的营养。但是物极必反我们却不太清
楚食用豆腐的禁忌有哪些? 下面就一
起来了解一下。

豆腐是我们中国伟大的饮食发
明。而吃食豆腐也对我们身体有这许
多的帮助。但是万事都有两面，豆腐吃
食过多，也会给人体带来危害。

中医理论认为，豆腐味甘性凉，入
脾、胃、大肠经，具有益气和中、生津润
燥、清热解毒的功效，可用以治疗赤
眼、消渴，解硫磺、烧酒毒等。豆制品除
了能提供优质的蛋白质之外，还能帮
助人体补铁补钙，促进人体新陈代谢、
防止细胞老化。而且具有补虚润燥、清
肺化痰的功效。

凡事过犹不及，过多食用也会影
响肾脏，诱发肾脏疾病。所以豆腐虽好
却不能多吃，豆腐吃多了反而不利身
体健康，引发如下几类疾病。

常吃豆腐易患上这五类疾病
1、促使痛风发作。豆腐含嘌呤较

多，嘌呤代谢失常的痛风病人和血尿
酸浓度增高的患者多食易导致痛风发
作，特别是痛风病患者要少食。

2、引起消化不良。豆腐中含有极
为丰富的蛋白质，一次食用过多不仅

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而且容易引起蛋
白质消化不良，出现腹胀、腹泻等不适症
状。

3、导致碘缺乏。制作豆腐的大豆含
有一种叫皂角苷的物质，它不仅能预防
动脉粥样硬化，而且还能促进人体内碘
的排泄。长期过量食用豆腐很容易引起
碘缺乏，导致碘缺乏病。

4、促使动脉硬化形成。美国医学专
家指出，豆制品中含有极为丰富的蛋氨
酸，蛋氨酸在酶的作用下可转化为半胱
氨酸。半胱氨酸会损伤动脉管壁内皮细
胞，易使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沉积于动脉
壁上，促使动脉硬化形成。

5、促使肾功能衰退。在正常情况下，
人吃进体内的植物蛋白质经过代谢变化，
最后大部分成为含氮废物，由肾脏排出体
外。人到老年，肾脏排泄废物的能力下降，
此时若不注意饮食，大量食用豆腐，摄入
过多的植物性蛋白质，势必会使体内生成
的含氮废物增多，加重肾脏的负担，使肾
功能进一步衰退，不利于身体健康。

通过以上文章介绍我们是不是对豆
腐吃多了会得的几种病症有了一定的了
解，豆腐的营养价值很高，但是我们可能
不太注意它的饮食禁忌。以上介绍的禁
忌希望能帮助到大家，毕竟豆腐太常见
了，大家还是要注意哦。

新浪网

常吃豆腐的五大危害

今天就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
个莲藕的营养价值以及这个莲藕的挑
选方法，接下来赶紧跟着一起来看看
这个藕的好处。

一、藕的营养价值
莲藕还含有丰富的食物纤维，对治

疗便秘，促使有害物质排出，十分有益。
鲜藕含有 20%的糖类物质和丰

富的钙、磷、铁及多种维生素。
藕含有淀粉、蛋白质、天门冬素、

维生素 C 以及氧化酶成分，含糖量也
很高，生吃鲜藕能清热解烦，解渴止
呕;

如将鲜藕压榨取汁，其功效更甚，
煮熟的藕性味甘温，能健脾开胃，益血
补心，故主补五脏，有消食、止渴、生津
的功效。

藕含丰富的单宁酸，具有收敛性
和收缩血管的功能。生食鲜藕或挤汁
饮用，对咳血、尿血等患者能起辅助治
疗作用。

鲜藕除了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
外，蛋白质和各种维生素及矿物质的
含量也很丰富。

藕的热量(以 100 克可食部分计)
是 70大卡(292 千焦)。

每 100 克藕的热量约占中国营

养学会推荐的普通成年人保持健康每天
所需摄入总热量的 3%。

莲藕的热量不算高，因此，吃莲藕的
减肥功效是非常好的，在进行减肥的朋
友们吃莲藕还有助于减肥呢，你们在饮
食的时候可以食用莲藕也会助你一臂之
力哦。

二、莲藕的挑选方法
1、选择颜色微黄没有异味的。莲藕

外皮颜色要呈微黄色，如果发黑或有异
味，这样的不能要了。莲藕本身只有一股
泥土味，如果有酸味，说明是用工业药剂
处理过的，对人体有害。

2 选择通气孔较大的。可以把莲藕
切开一小段，看看莲藕中间的通气孔大
小，通气孔大的莲藕比较多汁。尽量购买
这样的莲藕，比较好吃。特别是做姜汁藕
片，味道很棒。

3、选择内外没有损伤的。购买莲藕
时，要注意有无明显外伤。如果有泥土包
裹着莲藕，应该把泥土擦一擦，看看莲藕
表面有无伤痕，如果伤痕很明显的不要
购买了。

选择藕节粗且短的藕节数目不会影
响品质，选购时要尽量挑较粗而短的藕
节，这样的莲藕成熟度高，口感更好。

健康网

吃藕能收缩血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