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先， 粥大都是以米、 面、 杂
粮为原料， 符合 《中国居民膳食指
南》 中 “谷类为主， 粗细搭配” 的
原则。 做粥时， 小米、 高粱、 玉米、
荞麦、 燕麦、 薏米、 红小豆、 绿豆
等粗杂粮都可以放在一起 ， 煮成
“一锅粥”， “粗细搭配” 营养美味。
通过喝粥 ， 每天吃1-2两 （50~100
克） 粗粮的目标可以轻松达到！ 第
二， 粥的包容性强， 想来点 “腥”，
鸡鸭鱼肉蛋奶都可以加进去； 想吃
清淡的， 可以加蔬菜、 水果等； 想
“炫富”， 可以加海参鲍鱼山珍海味；
想 “平民”， 加地瓜山药土豆； 还可
以任意组合， 很容易实现食物多样。
其三， 用来煮粥的杂粮， 一般不需
要研磨加工， 谷类表层所含的维生
素、 矿物质等营养素和膳食纤维都
会全部保留下来。

做粥最基本的原料是谷类食物，
如果一份 “粥 ” 中没有谷类食物 ，
也就不应该称其为粥 。 从组合上 ，
我们可以把粥分为基础粥、 肉粥和
素粥 。 发挥你无限的想象力 ， 在
“基础粥” 上增加不同的原料就可以

做成各种口味、 品种多样的粥。
基础粥
基础粥包括单一粥和组合粥。
单一粥 ： 直接用大米 、 小米 、

红豆 、 绿豆等加水熬 ， 如大米粥 、
小米粥、 红豆粥等； 也可以用小麦、
玉米等磨成粉、 或研磨成不同大小
的颗粒然后做粥， 如玉米面粥、 麦
仁粥、 棒渣粥、 豆粥等。

组合粥： 把不同的谷物放在一
起， 少可以2-3种， 多可以5-6种 ，
甚至十几种。 小米绿豆粥、 八宝粥、
腊八粥、 杂粮粥等都属于这一类。

这种粥的营养特点是谷类为主，
膳食纤维和矿物质丰富， 促进胃肠
蠕动， 老少皆宜。 血糖高的， 可以
根据食物的血糖生成指数选择。

肉粥
加肉类： 加牛、 羊、 猪等肉类，

如皮蛋瘦肉粥、 肉丝粥。
加内脏： 如肝、 杂等， 如白果

羊肾粥。
海鲜粥： 加水产品， 如鱼、 虾、

蟹等， 如鱼片粥、 鲜虾粥。
粥的食物多样，营养比基础粥全

面，但此类粥往往加盐，动物内脏含
有较多的胆固醇， 虽适用于大多数
人，但血压高、血脂高的人不宜经常
喝。自己做粥时注意少放盐。

蔬果粥
在基础粥中， 加上单一或组合

的蔬果。
加蔬菜： 如南瓜 、 红薯 、 山药

等， 如红豆南瓜粥、 芹菜豆腐粥。
加水果： 如芒果紫米粥。
中药粥 ： 加药食同用的成分 ，

如当归、 莲子、 芡实、 枸杞等， 如
莲子芡实粥。

其他粥 ： 加花卉等做成花粥 ，
如菊花粥。

营养特点： 清淡爽口 ， 膳食纤
维丰富， 促进胃肠蠕动， 含糖多的
粥不适合血糖高的人。 另外 ， 中药
粥应根据个人的体质选用， 不建议
长期食用。

此外， 喝粥时， 很多人往往把
咸菜当做粥伴侣， 这样会增加盐的
摄入， 会增加高血压的危险。 从健
康角度出发， 少吃或不吃咸菜， 可
以配上凉拌蔬菜。

老老年年人人吃吃香香蕉蕉有有十十大大好好处处
俗话说， “每天一苹果， 医生

远离我”。 然而， 据医学专家最近
的一项研究调查发现： 对老年人而
言， 香蕉比苹果对健康更有益。 老
年人每天吃一根香蕉， 有助于预防
多种疾病， 身体更健康， 有助于延
年益寿， 有十大好处：

一、 降血压： 香蕉属于高钾低
盐水果， 可有效降低高血压， 防止
糖尿病和心脏病危险。

二、 防贫血： 富含铁的香蕉可
以刺激血液中血红蛋白的产生， 有
助于防治贫血。

三、 防便秘： 香蕉含大量水溶
性纤维， 可维持肠道健康， 坚持晚
上睡觉前吃一根香蕉可以有效缓解

习惯性便秘。
四 、 防痴呆 ： 研究

发现， 吃香蕉有助于提
高脑力， 改善学习能力，
提高警觉度， 防止老年
痴呆症。

五、 防烧心： 香蕉具有自然解
酸作用， 因此吃香蕉可缓解烧心。

六、 抗抑郁： 研究发现， 香蕉
中富含的色胺酸和维生素B6进入人
体后， 可促进人体产生血清素， 于
是心情放松， 感觉更快乐， 减轻或
消除抑郁情绪。

七、 解醉酒： 蜂蜜香蕉奶昔具
有暖胃和补水补血糖作用， 因而可
有效解酒。 饮酒者可在喝酒之前吃

根香蕉。
八、 治溃疡： 香蕉质地柔软润

滑， 有助于中和胃酸， 防治溃疡。
九、防蚊虫：用香蕉皮内面擦揉

蚊虫叮咬处，可缓解肿胀和刺激。
十、 解压力： 香蕉中富含的B

族维生素有助于平静神经系统。 每
隔两小时吃一根香蕉等高碳水化合
物有助于控制血糖， 避免压力型狂
食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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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

婆婆导致夫妻关系
不和睦怎么办？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61004804
本版E-mail： ldzzmys@126.com

【职工问题】
我和丈夫结婚已经有13年了， 儿子

现在10岁了。 刚认识的时候我们感情很
好， 过的就像一个人。 但自从我第一次
跟他一起去见家长 ， 被他妈妈否定后 ，
其实我的心里就有了心结。 他最终说服
他妈， 同意娶我进家门。 但这十几年婚
姻里， 我跟丈夫吵架的时间胜过平和的
一起相处。 现在孩子大了， 我越来越有
种想离婚的冲动。 我觉得所有事情都归
因于婆婆的溺爱 。 丈夫是家中的老小 ，
从小在蜜罐中长大。 谈恋爱的时候我们
处理的很好， 但结婚以后， 每次不管是
丈夫做得对还是我做得对， 婆婆永远都
插入我们其中， 并且向着丈夫一起说我
的不是， 有时还上手打我， 严重影响了
我俩之间的感情， 闹成现在的局面， 我
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她沟通？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心理咨询师：
从古至今， 婆媳关系都是个很难解

决的问题， 如果处理不当， 那么家庭矛
盾不断， 如果处理得当就会家庭和睦，所
以怎么处理婆媳关系是一个大学问。您当
初因婆婆不同意， 而结下的心结，是否在
一开始就影响到了你们之间的关系呢 ？
你们是否就此事沟通交流过呢？ 那么婆
媳关系怎么处理才好呢？ 婆媳该如何相
处呢？

【专家建议】
首先 ， 要学会欣赏对方 ， 放宽心

态。 与婆婆相处， 彼此要学会放大对方
的优点。 实在感到纠结时， 不妨像多啦
A梦一样掏出个时光倒转器， 想象一下
婆婆辛苦养大丈夫的情景， 同时告诉自
己多担待。

其次 ， 要尊重对方的习惯和选择 。
不要强硬地去改变彼此的习惯， 这才能
让相处更融洽。 毕竟婆婆年事已高， 要
改变她维持了几十年的习惯， 很是困难。

再次， 要多关爱婆婆。 所谓老小孩
小小孩， 婆婆上了年纪， 需要晚辈的更
多关爱。 了解清楚婆婆到底喜欢什么样
的食品、 娱乐活动。 从她最需要关怀的
地方入手， 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同时要与丈夫多沟通， 让他逐渐理
解， 小家庭的夫妻关系才是家庭和睦的
基石 ， 让他看到您愿意改善婆媳关系 、
真心关爱婆婆的诚意。

最后， 建议您在必要时， 可以和丈
夫一起寻求专业心理帮助。 家和万事兴，
以诚心待人， 多为婆婆考虑， 试着去理
解婆婆的忧虑和担心， 学会理解和尊重
是处理家庭矛盾的关键。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与本报合办

工工会会提提供供心心呵呵护护
职职工工享享受受心心服服务务

免费职工心理咨询在线服务
www.bjzgxl.org

■生活小窍门

□本报记者 张晶

□张小六

□欧金凤

小小一碗粥 营养

冬冬季季养养生生的的方方式式很很多多，， 喝喝粥粥便便是是其其中中之之一一，， 小小小小一一碗碗
粥粥，， 养养生生大大功功效效。。 在在做做饭饭的的种种种种技技法法里里，， 做做粥粥可可以以说说是是最最简简
单单不不过过的的。。 抓抓把把米米或或面面，， 扔扔到到水水里里，， 煮煮开开了了就就是是。。 但但千千万万可可
别别小小看看了了这这简简简简单单单单的的粥粥，， 其其中中还还包包含含着着不不少少的的营营养养健健康康
““大大学学问问””。。

大大大大大学学学学学问问问问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