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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廖温勃 通

讯员 许咏怡）

你知道吗，我们常常

吃的粥油和锅巴， 不仅富含营养还

具备药效。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

医院番禺院区中医科副主任中医师

郑艳华表示，粥油能补益元气、增长

体力；锅巴则具有和中、健脾、消食、

止泻的功效。

郑艳华介绍，粥油性平，味甘，

功能益气健脾，滋阴养胃，利小便通

淋。 中医认为， 大米熬粥后大部分

的营养和精华都在粥油里，有很好

的滋补作用。 她表示，男子想调精

助孕，不妨空腹喝点加了盐的粥油，

以助养肾精。 老年人不同程度地存

在着肾精不足的问题，如果常喝粥

油，可以起到补益肾精、益寿延年

的效果；幼儿、患有慢性胃肠炎的

人，喝粥油能补益元气、增长体力。

饭焦也叫锅巴。 虽说烧焦的食

物在营养学上被列入垃圾食物、致

癌食物，但中医讲的“焦”只是微微

焦黄、焦黑的状态，并且用的是无油

干炒的方式， 通过炒焦来增强药材

本身消食化积的能力。郑艳华介绍，

饭焦具有和中、健脾、消食、止泻之

功，胃弱者及慢性胃炎、不思饮食者

宜食；脾虚、消化不良、久泻不愈的

老人、小儿宜食；病后消化力弱、食

积腹痛者宜食。用水煮成焦锅巴粥，

吃起来不会有焦苦味；或碾成细末，

1 日 3 次，每次 1 勺(

约

10g)，开水送

服。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廖温勃 通讯员

黄璀玥）

喝酸奶有利于健康，因为经历

了发酵过程的酸奶，营养成分更容易被

人体胃肠道消化吸收。 同时，酸奶富含

乳酸菌

（益生菌）

， 可调节肠道菌群平

衡。 但营养专家提醒，酸奶饮料并不等

于酸奶，乳酸菌也很难活着到达肠道发

挥作用，要注意选择和控制摄入量。

酸奶饮料营养只有酸奶的1/3

事实上，酸奶饮料和酸奶的营养成

分、含量和制作工艺并不一样。 广州医

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

曾青山介绍，酸奶是由牛奶经乳酸菌发

酵而成， 本质上其实是发酵了的牛奶。

酸奶制作过程中是完全不加水的，只有

奶和乳酸菌发酵剂，加上百分之几的糖

和百分之零点几的增稠剂。 换句话说，

牛奶中的蛋白质和钙，是原封不动地带

到酸奶中的。 所以不能喝牛奶的人，用

酸奶来替代用于补钙和补蛋白质是可

行的，而且因为乳酸的存在更容易被人

体利用。

然而，超市里的酸奶饮料、乳酸饮

料等，则是加入了牛奶、水、果汁、糖等

辅料的饮料。 而且，大部分酸奶饮料并

不含有活性乳酸菌， 只是添加了乳酸。

即便标明有活性乳酸菌，但含量其实也

非常少。乳酸菌一般在 2~8 摄氏度左右

才保持活性， 保质期通常在 1 个月以

内。 酸奶饮料中的乳酸菌很少或者没

有，所以在室温下保存即可，保质期会

比酸奶长。

常温酸奶其实是“灭菌酸奶”

在酸奶家族里，常温保

存的酸奶产品外观、 质地、

口味和酸奶一样， 不用冷

藏、携带方便，是不少人每

天的必备早餐。 但曾青山解

释，其实常温酸奶里没有活

的乳酸菌，能够在室温下存

放好几个月的酸奶产品，实

际上属于“灭菌酸奶”。

“灭菌酸奶” 实质上就

是把质量不错的乳酸菌加

在牛奶中，让牛奶发酵变成

了酸奶后把酸奶进行高温加热，把所有

的乳酸菌都杀死后在无菌条件下包装

起来。 不少的广告都声称，自家的酸奶

富含活性乳酸菌，并且乳酸菌能活着到

肠道。“微乎其微！”曾青山说，绝大多数

酸奶在制作添加的活性乳酸菌是“保加

利亚乳杆菌”

（

L

菌）

和“嗜热链球菌”

（

S

菌）

， 它们进入人体消化道后大部分会

被胃酸杀死，只能起到一些抑制有害微

生物的健康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喝

酸奶还是比不喝有利于肠道健康。 ”曾

青山说。

有少数酸奶中添加了嗜酸乳杆菌

（

A

菌）

或双歧杆菌

（

B

菌）

。 这两类菌能

够在人体大肠中生存，但在经过胃部时

也难逃“壮烈牺牲”的命运，只有极少数

能够最终到达大肠中。 曾青山提醒，在

使用抗生素 2 小时内，不宜服用含活性

乳酸菌的酸奶或药物。

“零脂肪”酸奶要注意含糖量

虽然酸奶里确实有保健菌，而且还

经常标榜“零脂肪”，但大部分同时也添

加了糖。 曾青山解释，这是因为培养大

量乳酸菌会产生很多酸，要足够多的糖

才能调配出酸甜适宜的口感。“需要控

制血糖和体重的人要注意。 ”曾青山说。

曾青山指出， 无论哪一类产品，购

买时都应细看标签，建议在保证蛋白质

含量够高的前提下，优先选择碳水化合

物

（糖）

含量低一些的品种。 零脂肪不等

于零卡路里。 蛋白质含量最好≥2.9 克；

酸奶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越高，含的添

加糖就越多。“譬如，酸奶含碳水化合物

（或碳水化合物

+

糖）

15g/100ml，可理解

为 100ml 里加了 10g 糖，如有分别含糖

12g、15g、17g 的酸奶，就选 12g 的。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廖温勃 通讯员

张灿城）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近日，一

名 35 岁的女子林玲

（化名）

为了减肥不

科学节食，期间还服用“网红”减肥药，

更有饮酒的习惯，种种因素叠加导致在

睡梦中发生了低血糖昏迷性脑病，并发

癫痫，失去意识昏迷数日。 所幸转送到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后，经医生全力

施救，终于恢复意识和基本自理能力。

一睡不醒，送医后突发癫痫

9 月 28 日晚 12 点， 林玲像往常一

样与微信好友聊着天， 一边喝点自己

“最爱”的洋酒，而后沉沉睡去。 她的丈

夫回家后看到她已经睡着，也没有试图

叫醒她。 直到早晨 5 点多，他发现林玲

怎么叫都叫不醒了，于是将她紧急送到

当地医院。 检查发现，林玲当时的血糖

只有 1.8mmol/L， 是严重的低血糖；更

严重的是， 她在 7 时 30 分左右癫痫发

作，双眼上翻、口吐白沫、屈膝屈肘样抽

搐，直到一个小时后才缓解。

癫痫症状虽然逐渐平缓，但林玲仍

处在昏迷状态中，转送到南方医科大学

顺德医院进行相应治疗后，她的生命体

征才慢慢稳定下来。 9 月 29 日，暨南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黄立安

受邀前往会诊， 他仔细询问家属病史、

查看病人情况和回顾相关化验及辅助

检查后，给出了诊断———低血糖昏迷性

脑病、继发性癫痫，并建议转到暨南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进一步治疗。 9 月 30

日，林玲转至该院 ICU。 脑电图提示基

本节律消失并夹杂大量尖波，这意味着

林玲一直处于没有意识和癫痫持续异

常放电的状态，病情一度不容乐观。

酒后忽视低血糖反应是诱因

为什么会发生低血糖，甚至“一睡

不醒”？ 原来，林玲在半年前开始节食减

肥，不吃米饭，只吃少许青菜肉类。 3 个

月前，她又通过微商购买并服用多种减

肥药物，期间数次出现心慌、手抖等症

状，但并未停止用药。“由于长期节食，

林玲出现了低血糖， 心慌手抖都是症

状。 ”该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井珍说，她

服用的减肥药物虽无法识别种类和成

分，但不外乎是抑制食欲、促进排泄的

作用，增进了低血糖的发展。

低血糖症状发作时，其实只需及时

补充血糖即可缓解。 造成林玲“一睡不

醒”的重要“凶手”，是酒精。 原来，林玲

每周里有两三晚都会喝酒。“酒精会加

速低血糖的发展，喝酒睡着后，对低血

糖也失去了及时的处理时间。 ”黄立安

表示， 低血糖昏迷性脑病非常危险，一

旦不及时处理，就会对脑细胞造成不可

逆的损害，癫痫也是由此引发，林玲昏

睡了 5 个小时才被发现送到医院，病情

十分严重。

救治后逐渐恢复自理能力

在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 ICU

中，林玲虽然没有再发癫痫，但仍旧处

于昏迷中，脑电图一直看不到正常节律

波。“说实话，我也开始有点悲观了，担

心她会变成植物人。 ”黄立安告诉记者，

幸运的是， 两天后林玲逐渐恢复了神

智， 虽说意识仅有 1 岁小孩的水平，但

医疗团队看到了曙光。

10 月 3 日，林玲转入神经内科科东

区监护室进一步治疗。 一周后，她的意

识逐渐恢复，在治疗中慢慢恢复基本的

生活自理能力。 如今，林玲已经出院，正

进行康复治疗。“因为患者还比较年轻，

大脑功能能够部分代偿，这是她最终能

够恢复的原因之一。 ”黄立安表示，他对

林玲的工作生活最终恢复到正常人水

平很有信心。

井珍主治医师提醒，低血糖的症状

一般为头晕、心悸、脸色苍白、多汗、全

身乏力，减肥期间，过度节食、过量运动

可导致低血糖发作。 同时，酒精会加速

低血糖反应，减肥期间应避免喝酒。

如何挑选酸奶？ 营养专家来支招

又吃减肥药又喝酒，35岁女子差点“一睡不醒”

低血糖昏迷性脑病，节食人士需警惕

你知道吗，

粥油和锅巴都是“良药”

制作方法

莲子饭焦粥

原料：

莲子肉 50 克， 饭焦

(

锅巴

)、白糖各适量。

烹饪方法：

莲子浸泡半小时

后与饭焦一起，加水，用文火煮

粥，等莲子肉烂熟，调入白糖即

可。

适合人群 ：

适用于脾胃虚

弱、食欲不振、消化不良、大便容

易溏泄的人群。 早晚餐温热服

食。

熬粥油

1.备小半碗小米

（或大米 ）

洗干净待用。

2.锅里放适量的水，烧开后

再将米入， 煮滚后转小火慢熬，

期间不要加水转小火慢熬。

3.喜欢稀粥的话，熬半小时

左右即可；喜欢稠点的，可再多

熬 20 分钟。 关火后不要马上动

粥。 放凉一点后粥油就飘起来

了。

温馨提示：为了获得优质的

粥油 ， 煮粥所用的锅必须刷干

净，不能有油污。 熬制时最好不

要添加任何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