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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届全民营养周，第 28 个学生营养日

全谷物，营养+
开启营养健康谷物新时代
通讯员 杜钟琦 记者 仲芷菡

中国营养学会在第八届四次常务理事会研究决定，确定每年 5 月的第三周为
“全民营养周”
。
“全民营养周”，旨在通过以科学界为主导，全社会、多渠道、集中力量传播核心营养知识，使民众了解食物、提高
健康素养，
让营养意识和健康行为代代传递，提升国民素质，实现中国
“营养梦 健康梦”
。
2017 年为第 3 届“全民营养周”，本届营养周的主题是“全谷物，营养+，开启营养健康谷物新时代”，以《中国居

近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
展开了一场学生营养餐烹饪比赛，家
长通过合理搭配，为学生量身定制了
学生营养午餐。扫描公众号可观看学
生营养教育动画视频，
学习营养知识。

民膳食指南（2016）》为核心，重点介绍
“食物多样，谷类为主”的饮食理念。

了解全谷物和杂豆，为主食加分
在食物多样的平衡膳食结构中，谷类是最基础的一类。人的一
日三餐都要摄入充足的谷类食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主食。然而，除
了大家再熟悉不过的米、面食品，在主食的安排上，我们还应该注意
些什么呢？答案就是“粗细搭配”。细粮是指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精
白米面，而粗粮就是给主食加分的全谷物和杂豆。

什么是全谷物？
全谷物是指未经精细化加
工或经碾磨、
粉碎、
压片等处理后
仍保留了完整谷粒所具备的胚
乳、
胚芽、
麸皮及其天然营养成分
的谷物。我国传统饮食习惯中作

为主食的有糙米、全麦粉、燕麦、
玉米、高粱、小米、荞麦、薏米、青
稞、
大麦、
黑麦、
黑米、
裸麦、
黄米、
粟米，
原产于南美洲的藜麦，
也是
全谷物。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核心推荐
推荐一：食物多样，谷类为主
平衡膳食模式是最大程度上保障人体
营养需要和健康的基础，食物多样是平衡
膳食模式的基本原则。
每天的膳食应包括谷薯类、蔬菜水果
类、畜禽鱼蛋奶类、大豆坚果类等食物，建
议平均每天摄入 12 种以上食物，每周 25 种
以上。谷类为主是平衡膳食模式的重要特
征，
每天摄入谷薯类食物 250—400 克，
其中
全谷物和杂豆类 50—150 克，薯类 50—100
克；膳食中碳水化合物提供的能量应占总
能量的 50%以上。

推荐二 ：吃动平衡，健康体重

什么是杂豆？
杂豆是指除了大豆（如黄豆、黑豆）之外的其他干豆类，如红豆、
绿豆、芸豆、花豆等。

体重是评价人体营养和健康状况的重
要指标，吃和动是保持健康体重的关键。
各个年龄段人群都应该坚持天天运动、维
持能量平衡、保持健康体重。体重过低和
过高均易增加疾病的发生风险。推荐每周
应至少进行 5 天中等强度身体活动，累计
150 分钟以上；坚持日常身体活动，平均每
天主动身体活动 6000 步；尽量减少久坐时
间，
每小时起来动一动，
动则有益。

推荐三：多吃蔬果、奶类、大豆

全谷物和杂豆为什么可以为主食加分？
谷物和杂豆保留了天然谷类全部营养成分，比细粮能提供更多
的 B 族维生素、膳食纤维、矿物质和植物化学物。杂豆同时也是蛋白
质、钙的良好来源。

怎么才能吃到更多的全谷物和杂豆？
1.吃多少？每天主食中有 1/4—1/3 应该是全谷物和杂豆，相当
于 1—3 两。
2.如何与主食搭配？煮杂粮粥：小米粥、燕麦粥、八宝粥、绿豆
粥。做面食：白面粉中混入玉米粉、全麦面粉。吃杂粮饭：蒸米饭时
放一把糙米或燕麦、红小豆、绿豆。
3.如何才能把全谷物和杂豆做得更可口？全谷物和杂豆不易煮
软，口感粗糙。有必要学习掌握一些妙招把全谷物和杂豆做得更可
口。煮粥吃杂粮饭前，事先把全谷物或杂豆浸泡几个小时。巧用豆
浆机制作五谷豆浆或全谷物迷糊。采用高压锅烹煮八宝粥。

全国学生营养日

全国学生营养日对于三餐的要求
早餐设计
按照我国学生每日膳食营养素供给量基本要求，一般早餐食谱
中的各种营养素含量应占全天供给量的 30%左右。
按照“五谷搭配、粗细搭配、荤素搭配、多样搭配”的基本原则，
全天食物种类应达到 25 种以上，尽可能使营养早餐达到丰富营养和
平衡膳食的要求。
营养早餐应由粥面类、面点类、肉菜蔬菜类等三部分组成，在餐
后加一份瓜果补充维生素。

午餐设计
学生午餐的营养素设计量，应占全天供给量的 35—40%。
学生营养午餐的食物供给量，应包括瓜果蔬菜类、大豆及其制
品类、鱼肉禽蛋类等三类食物，并所占比重分别为 65%、10%、25%左
右较为适宜。
重视菜谱色、香、味、形、质的合理搭配。
要善于做些价廉物美又营养丰富的菜肴，如豆制品、猪肝、海
带、肥肉、胡萝卜等食物。

晚餐设计
学生营养晚餐营养素的设计量应占全天供给量的 35—40%，各
种营养素的设计量应以补充有益于促进生长发育的营养素多一些。
学生营养晚餐的食物应包括瓜果蔬菜类、大豆及其制品类、鱼禽
蛋奶类等三大类食物，
所占比重分别为 60%、
10%、
30%左右较为适宜。
学生营养晚餐的种类，应在 6－10 种甚至更多的种类（不包括汤
菜料、葱姜蒜调味料）。
要重视菜谱色、香、味、形、质的合理搭配。

蔬菜、水果、奶类和大豆及制品是平
衡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果是膳食的有
益补充。蔬菜和水果是维生素、矿物质、
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的重要来源，奶类
和大豆类富含钙、优质蛋白质和 B 族维生
素，对降低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具有重要作
用 。 提 倡 餐 餐 有 蔬 菜 ，推 荐 每 天 摄 入
300—500 克，深色蔬菜应占 1/2。天天吃
水果，推荐每天摄入 200—350 克的新鲜
水果，果汁不能代替鲜果。
吃各种奶制品，摄入量相当于每天液
态奶 300 克。经常吃豆制品，每天相当于
大豆 25 克以上，适量吃坚果。

推荐四 ：适量吃鱼、禽、蛋、瘦肉
鱼、禽、蛋和瘦肉可提供人体所需要的
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A、B 族维生素等，有
些也含有较高的脂肪和胆固醇。动物性食
物优选鱼和禽类，鱼和禽类脂肪含量相对
较低，鱼类含有较多的不饱和脂肪酸；蛋类

各种营养成分齐全；吃畜肉应选择瘦肉，瘦
肉脂肪含量较低。过多食用烟熏和腌制肉
类可增加肿瘤的发生风险，
应当少吃。
推 荐 每 周 吃 鱼 280—525 克 ，畜 禽 肉
280—525 克，蛋类 280—350 克，平均每天
摄入鱼、禽、蛋和瘦肉总量 120—200 克。

发挥重要作用，应当足量饮水。建议成年
人每天 7—8 杯（1500—1700 毫升），提倡饮
用白开水和茶水，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
儿童少年、孕妇、乳母不应饮酒，成人如饮
酒，一天饮酒的酒精量男性不超过 25 克，
女性不超过 15 克。

推荐五：少盐少油，控糖限酒

推荐六 ：杜绝浪费，兴新食尚

我国多数居民目前食盐、烹调油和脂
肪摄入过多，这是高血压、肥胖和心脑血管
疾病等慢性病发病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因
素，因此应当培养清淡饮食习惯。成人每
天 食 盐 不 超 过 6 克 ，每 天 烹 调 油 25—30
克。过多摄入添加糖可增加龋齿和超重发
生的风险，推荐每天摄入糖不超过 50 克，
最好控制在 25 克以下。水在生命活动中

勤俭节约，珍惜食物，杜绝浪费是中华
民族的美德。按需选购食物、按需备餐，提
倡分餐不浪费。选择新鲜卫生的食物和适
宜的烹调方式，保障饮食卫生。学会阅读
食品标签，合理选择食品。创造和支持文
明饮食新风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应该从每
个人做起，回家吃饭，享受食物和亲情，传
承优良饮食文化，
树健康饮食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