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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佳节，浓浓的节日氛围，阖家欢乐的餐桌上，总少不了那香甜的圆圆月饼。 月饼含有高
热量、高油脂和糖分，是典型的“三高”食品（高热量、高糖、高脂肪）。 怎么吃才算健康呢？

月饼按成分分有三类
一类是脂肪和糖分极高，比如双黄、莲蓉
月饼。 另一类是胆固醇偏低，但是糖分很高的
月饼，比如五仁月饼、豆沙月饼。 还有一种是
所谓无糖的月饼， 实际上只是不含有蔗糖的
成分。
糖尿病（糖尿病产品，糖尿病资讯）患者
最忌甜食，不能将月饼当成正餐吃，因为月饼
馅儿内多用豆沙或枣泥及猪油等合成， 含糖
分及脂肪量均很高，外皮的面粉为求香酥，制
作时多添加了很多动物性油脂， 若吃过量血
糖马上会升高，油脂也会摄取过多。
若当天吃了月饼， 则应减少米饭及油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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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吃月饼更健康
1、月饼配红酒
红酒中蕴藏有多种氨基酸、 矿物质和维
生素，可去除月饼的油腻。 像火腿、卤肉等咸
月饼，可以配轻涩的红酒来化油腻。如果咸月
饼味带辛辣，配啤酒也不错。
2、月饼配水果
月饼味甜， 容易发腻。 如果搭配酸味水
果，比如橙子、柚子、奇异果、山楂等，不仅可
以缓解油腻的感觉，也可以起到促进消化、解
油腻的作用，是健康的食品搭配。但选择水果
时要避开苹果、西瓜等含糖量很高的水果。因
为月饼本身属于高糖食物， 再摄入过多高糖
水果，会极大增加身体负担。
3、月饼配果醋饮料
醋中的醋酸可以调解血液的酸碱平衡，
起到软化血管、降低血压、消食除积，预防动
脉硬化等功效，它能调节胃液的酸度，不但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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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胃，还有助于消化，因此用来搭配月饼也不
失为一种健康选择。
4、月饼配花草茶
选择一些清新系列的花草茶， 例如洋甘
菊薄荷叶、柠檬草迷迭香等，在淡花香的调和
作用下，既清淡又易入口，如此搭配略带果酸
的水果月饼更显得清新。
5、月饼配杂粮什锦粥
在五谷杂粮中含有丰富而全面的营养成
分，不但含有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多种维生
素，还含有钙、钾、铁、锌以及膳食纤维等营养
成分。在中秋期间，如果食用了过多高热量及
高糖分的月饼，会导致胃部感觉不适，选择一
碗热气腾腾的杂粮什锦粥， 能给身体补充营
养膳食纤维，消除胃中的油腻感，也可以起到
一定的养胃作用。
6、最好配新鲜蔬菜一起吃

月饼含糖量、含油量较高，所以，每 100g
月饼给一个正常成年人提供的能量占全天能
量的 20%左右。 一般人群每日月饼的摄入量
建议不超过 100g，可将月饼搭配粮谷类食物
作为一餐的主食来吃， 加上新鲜的蔬菜和水
果进行食用， 这样一天的热量就比较容易控
制。
7、一天不宜吃超过一个月饼
在食用数量上，专家表示，一天不宜吃超
过一个月饼， 因为月饼的糖分和总脂肪含量
很高。 一人一天的糖分摄取量不宜超过 10 茶
匙，总脂肪不宜超过 13 茶匙，而一个月饼的
糖分和总脂肪含量就分别高达 14 茶匙和 6
茶匙。 即使是无糖月饼或是水果、蔬菜馅的素
食月饼，也不能多吃，因为外皮含有淀粉，本
身就是多糖。

吃不完的月饼怎么办？
1、吃不完放冰箱
专家提醒，月饼高糖、高油脂的特点也
决定了月饼的保质期有限，因此月饼最好吃
新鲜的， 尽量不要存放尤其是长时间存放，
否则高糖、 高油脂的月饼里很容易滋生细
菌，会增加食用者腹泻的危险。 如果月饼确
实一时吃不完，可放入食品袋内或糕点盒内
保存。 软式月饼放进干净的篮子里挂在通风
处。 也可将软硬两类月饼分层堆放在食品柜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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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摄取量，以平衡一天的饮食量。 高血脂患者
要特别注意月饼里的蛋黄， 因为胆固醇量较
高， 一般建议胆固醇的每日摄取量以不超过
400 毫克为原则， 而一 个 蛋 黄 约 有 600 至
1500 毫克， 高血脂患者宜少量食用有蛋黄馅
的月饼，以免影响病情。 月饼大多含高热量，
对于体重过重、肥胖者更应该小心，一碗米饭
的热量为 272 卡路里， 一个小小的蛋黄酥就
有 250 卡， 一个 4 至 5 两的广式月饼热量则
有 500 卡，相当于两碗米饭，苏式月饼也有约
300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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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饼做早餐
有些家庭自己买的、亲朋好友送的、单位发
的月饼，仅凭中秋节一个夜晚是无法 " 消灭 " 掉
的，因此有的人也就把月饼当成了早餐和零食，
早起吃上两块，饿的时候再吃一块。 专家指出，
月饼可不适宜当早餐。 虽然月饼的能量比较大，
但营养成分单一，且含糖量和油脂较高，吃多了
还容易引起肠胃不适， 这样的食品是不能满足
我们早餐对营养的需求的， 正餐的时候更不适
宜吃月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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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饼馅再利用
月饼吃不完，扔了又可惜，有些人会把月
饼里的红枣、 豆沙、 蛋黄等馅料取出来再利
用。 这种方法看起来很 " 经济 "，但从营养学
上也是不可取的。 专家指出，月饼富含油脂、
糖分，本身营养含量就低，放了一段时间后其
中的营养尤其是矿物质等微量营养素会进一
步损失。 如果把月饼的馅料再拿来 " 二次开
发 "，月饼馅料里除了热量外，其他的营养价
值就非常低了。
（搜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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