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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吃的食品有哪些？

婴幼儿是具有特殊营养需求的一类

群体。 由于自身代谢系统尚未完善，营养

的摄入要求全面均衡，婴幼儿期是生长和

智力发育最为迅速的时期，关键营养素的

缺乏与不足将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因此，

婴幼儿食品对婴幼儿生长发育至关重要。

俗话说“民以食为先”， 对于婴儿来

说，应该是“食以乳为先”。 母乳的营养最

全面均衡，是宝宝最理想的初始食物。 但

是，在无法实现母乳喂养或母乳不足的情

况下，适合年龄段的配方乳也是代替母乳

的最佳选择。 宝宝一天天地长大，光喝奶

远不能满足宝宝正常生长发育的需要，对

于 4-6 个月龄的宝宝来说，可以根据个体

生长发育情况逐渐添加辅食。

目前，最常见的婴幼儿食品主要有配

方奶粉、辅食

（谷物粉状类、罐装类辅食）

、

营养补充剂、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

5 类。 配方奶粉分两大类，一种是乳基婴

儿配方食品，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婴儿配方

奶粉，另一种是豆基婴儿配方食品。 配方

奶粉可供给婴幼儿生长与发育所需的营

养，是母乳替代品。

常见的婴幼儿辅食主要分为谷物粉

状食品与罐装婴幼儿食品 2 种。谷物粉状

类婴幼儿辅食产品主要有米粉、 麦粉、面

条、磨牙棒、饼干等，其中强化铁的米粉占

比最大。强化铁米粉可以补充乳类不足并

增加营养，促进生长发育，为断乳做准备，

而且米粉是最不容易引起婴幼儿过敏的

食物。罐装类婴幼儿辅食是指盛装于密封

容器内，可即食的半流质型婴幼儿辅助性

食品，可为 6 月龄以上婴幼儿提供充足的

维生素、矿物质及膳食纤维，其主要产品

有果汁、菜汁、果泥、菜泥、肉泥等。

适合婴幼儿食用的常见营养补充剂

有益生菌、 钙铁锌补充剂、VD 和 DHA

等。新生儿体内的维生素是出生前储备好

的， 一般情况下前 2 个月不需要额外补

充，但如果乳母偏食，奶中某些营养成分

供给不足， 婴儿体内的储备很快消耗，这

时就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个体化使用补充

剂。

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是指针

对患有特殊紊乱、疾病等特殊医学状况婴

儿的营养需求而设计制成的粉状或液态

配方食品。常见品种包括无乳糖配方或低

乳糖配方

（适于乳糖不耐受婴儿）

，乳蛋白

部分水解配方

（适于乳蛋白过敏高风险婴

儿）

， 乳蛋白深度水解配方或氨基酸配方

（适于食物蛋白过敏婴儿 ）

，早产、低出生

体重婴儿配方，母乳营养补充剂

（与母乳

配合使用 ，适于早产 、低出生体重婴儿 ）

，

氨基酸代谢障碍配方

（适于氨基酸代谢障

碍婴儿）

等。

撰稿人：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临床营养科 严思敏 主治营养医师

科学达人 科普到家

食的学问

总结过往，着眼未来，广东城市更新10周年

让城市更新、更强、更美、更好

“2019首届广东城市更新峰会暨广东城市更新项目推介会”正式启动

组委会特邀

评审组成员：

报名参会企业资格及入选参会标准

开发商报名参会方式：

广东省三旧改造协会和广州、 深圳、

珠海、 佛山、 中山、 东莞等各城市更新

相关协会， 在各自的官网、 公众号发此

次会议公告， 各会开发商会员自愿报名

并填写申报资料， 统一交组委会秘书处。

经评审组核准， 指导组同意， 由组委会

向报名并入选单位正式发与会邀请函。

同时， 本次活动由组委会向省和各

市政府主管部门发邀请函， 并委托各应

邀政府主管部门推荐当地已纳入城市更

新计划， 亟待向开发商推介的代表性城

中村与会。

城中村、 开发商入选参会标准：

入选参会做推介的各市城中村， 必

须是已纳入当地城市更新计划， 亟待推

介寻找合作开发商的当地代表性城中村

（全省邀请将大于

100

条村， 参会及会议

特刊刊发的城中村总量待确定）

。

入选参会的“广东城市更新十大示

范开发商”， 必须有城中村改造项目完毕

的优秀业绩、 全国知名度高、 具示范性。

全省共 10 个名额。

入选参会的“广东城市更新 20 强典

型开发商”， 必须是有多个已签约和进行

中的城中村改造项目、 全省知名度高、

具典型性。 全省共 20 个名额。

入选参会的优秀开发商， 必须是在

当地有城中村改造突出业绩、 口碑良好、

具代表性

（全省知名开发商， 在当地有

城市更新业绩的子公司可应邀入选）

。 六

市各 10 个名额， 总计 60 个名额。

华南城市研究会（智库）会长胡刚

华南城市研究会（智库）顾问黎文江

华南城市研究会（智库）副会长谈锦钊

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马向明

广州知名媒体人王荔珏

广州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执行院长江浩

广东土地与产业研究中心主任赵卓文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

讯员 刘漫英 ）

以尊老爱幼为美德

的公交车厢内， 涌现出一批助人为

乐的“好司机”， 534 线驾驶员翟庆

仁就是其中一位。 因常常做好事，

他于 2018 年获评“广州好人”。 8

月 10 日， 这位“广州好人” 又一

次向迷路的陌生人伸出援手， 护送

她们安全到站。

8 月 10 日 13 时左右， 潮州阿

婆带着 2 个孙子在天河区沙东街天

平架附近徘徊， 并拦下几名路人问

路。 然而， 阿婆却只会讲潮州话，

路人无法与她沟通。 天气酷热， 找

不到路的阿婆带着 2 个孙子在户外

暴晒， 阿婆急得两眼发红， 近乎流

泪。

此时， 广州公交集团三汽四分

公司 534 线车长翟庆仁准备去交接

班， 正好被阿婆拦下问路。 刚开

始， 翟庆仁也听不清阿婆的话， 双

方一直兜兜转转沟通无果。 坐在一

旁男孩提醒说， “叔叔， 我们要去

增城。” 阿婆刚好听懂了增城 2 个

字， 便连连点头。

考虑到 534 线恰好路过黄陂地

铁站， 翟庆仁便告诉阿婆， 可以把

她们带到黄陂地铁站转车去增城。

然而， 翟庆仁的热情让阿婆又有所

犹豫与顾虑。 看穿阿婆的心思， 翟

庆仁便把手机上自己获得“广州好

人” “广州交通行业十大见义勇之

星” 的照片给阿婆看， 并告诉阿婆

他是 534 线的公交车长， 线路总站

就在天平架。 这时， 阿婆这才放下

警惕， 带着小孩坐上了翟庆仁的公

交车。 在地铁黄陂站下车时， 阿婆

和 2 个孙子向翟庆仁竖起了大拇

指。

记者了解到， 翟庆仁从 1995

年驾驶公交车， 迄今已经 20 多年。

多年来， 这位热心的司机大佬一直

默默守护乘客的生命财产安全， 多

次勇擒小偷， 是小偷的“克星”。

路上遇到残疾人专用三轮车着火，

他及时扑救； 有阿婆迷路不知所

措， 他帮其联系家人让她顺利归

家。

祖孙三人迷路 好司机一路护送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莎琳 ）

8 月 6 日， 由广东省三旧改造协会、

华南城市研究会

（智库）

指导， 信

息时报社和房联云 BTB 主办的

“2019 首届广东城市更新峰会暨广

东城市更新项目推介会” 启动， 并

举办首次组委会专家讨论会。

协会指导、媒体搭台、企业唱戏

据主办单位负责人介绍， 2019

年恰逢新中国 70 周年华诞和广东

城市更新 10 周年， 此次推介会由

信息时报社和房联云 BTB 联合主

办， 广东省三旧改造协会、 华南城

市研究会

（智库）

指导， 同时得到

广州、 深圳、 珠海、 佛山、 中山、

东莞等城市更新相关协会共同支

持， 共举盛事。

广东省三旧改造协会秘书长庾

来顺指出， 希望通过此次活动掀起

新一轮的城市更新热潮， 实现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环境的向往， 并借

此机会大力宣传广东省政府拟出台

的“《关于加快推进“三旧” 改造

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及

《广东省深入推进“三旧” 改造三

年行动方案

（

2019-2021

年）

》”， 宣

扬我省各地政府城市更新的政策亮

点和城中村、 开发商先进典型。

是成果汇报， 更商机无限

据介绍， 会议拟于金秋十月在

广报中心举行。 届时， 主办方不仅

将广邀广东各地城市更新主管单位

领导答疑解惑， 各路专家、 学者为

广东的城市更新献言献策， 更将展

示一批在过去 10 年积极参与到城

市更新的知名品牌开发商、 典型榜

样项目的风采， 向广大市民汇报广

东城市更新的 10 年成果。 同时，

主办方还计划邀请 100 余个省内的

旧村改造项目进行现场推介， 提供

与优秀开发商合作的商机， 以推动

新一轮的城市更新热潮。

为确保报名参会企业、 项目的

客观、 公正、 公平， 此次入选考核

指标由华南城市研究会

（智库）

牵

头， 各方专家学者共同讨论制定。

总结过往， 着眼未来

在 8 月 6 日的首次组委会专家

研讨会上， 与会专家纷纷对会议给

予高度评价和支持。

华南城市研究会

（智库）

会长

胡刚、 顾问黎文江， 广东省城乡规

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马向明等专

家表示， 广东已经进入了城市更新

的时代， 各大房企也希望抢占这块

大蛋糕。 但是， 城市更新不是简单

的拆迁、 重建， 而是一个大课题。

“简单的拆迁、 建设只是让环境变

得更好了， 这还不够， 我们更重要

的是要改造人， 改变人的观念、 生

活方式， 引导他们用更加积极、 向

上的态度应对变化。”

广州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

心执行院长江浩表示， 城市更新是

大势所趋， 广东更是全国的先行示

范区。 “城市更新不局限在房地产

开发， 而应该是一种百花齐放的局

面。” 华南城市研究会

（智库 ）

副

会长谈锦钊表示， 此次会议的评审

工作， 更重要的是总结以往的经验

教训， 为下一步更大规模的城市更

新提出更好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