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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每周谈食品安全每周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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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族应该如何吃才算好办公族应该如何吃才算好？？ 栏目主办栏目主办 上海市浦东新区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上海市浦东新区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问题1：一日三餐的基本营养原则是
什么？有没有哪些食物只适合早上或晚
上摄入？

一日三餐应当尽可能均衡地提供身一日三餐应当尽可能均衡地提供身

体所需的各种营养物质体所需的各种营养物质。。没有人规定早没有人规定早

餐就应当凑合吃两片面包餐就应当凑合吃两片面包，，或者晚餐就或者晚餐就

只能喝蔬果汁只能喝蔬果汁。。对没有特殊病症的人来对没有特殊病症的人来

说说，，蛋白质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维生素、、矿物矿物

质质，，一类都不能少一类都不能少。。减肥的人可以减少减肥的人可以减少

油脂和淀粉食物油脂和淀粉食物，，但并不能完全不吃但并不能完全不吃。。

理想情况下理想情况下，，早上也要吃果蔬早上也要吃果蔬。。但但

很多人早上吃不上果蔬很多人早上吃不上果蔬，，中午在外就餐中午在外就餐

又没有充足蔬菜又没有充足蔬菜，，故而提倡晚上多吃一故而提倡晚上多吃一

些蔬菜些蔬菜，，加以弥补加以弥补。。但并不是说晚上就但并不是说晚上就

不能吃主食和蛋白质食物不能吃主食和蛋白质食物。。

问题2：食物的卡路里和健康程度有
关系吗？

食物未必是卡路里越低越好食物未必是卡路里越低越好。。健康健康

的饮食是各类食物的合理搭配的饮食是各类食物的合理搭配，，天天只天天只

喝柠檬水喝柠檬水、、蔬菜汁蔬菜汁，，吃海带吃海带、、魔芋魔芋，，对健康对健康

是有害的是有害的。。因为我们在控制热量的同因为我们在控制热量的同

时时，，还要保证各种维生素还要保证各种维生素、、矿物质和蛋白矿物质和蛋白

质的摄取质的摄取，，否则就会活力下降否则就会活力下降、、形容枯形容枯

槁槁，，提前衰老提前衰老。。

比较合理的办法是比较合理的办法是，，各类食物都正各类食物都正

常吃常吃，，但每一类食物都选择油少但每一类食物都选择油少、、糖少的糖少的

类型类型。。

问题3：哪些零食既好吃又健康？
零食建议选择酸奶零食建议选择酸奶、、水果水果、、水果干和水果干和

坚果坚果。。酸奶尽量选含糖比较低的酸奶尽量选含糖比较低的，，碳水化碳水化

合物含量低于合物含量低于 1212%%的最好的最好。。越高就说明越高就说明

放糖越多放糖越多。。水果干含糖比较高水果干含糖比较高，，但它的纤但它的纤

维和矿物质也丰富维和矿物质也丰富，，在饭前少量吃一点是在饭前少量吃一点是

好的好的，，能帮助预防饥饿能帮助预防饥饿，，控制食欲控制食欲。。

问题4：如何看待咖啡？是否有食物
可以像咖啡一样起到提神补充精力的作
用？

咖啡不能补充精力咖啡不能补充精力，，浓茶也一样浓茶也一样，，它它

们只不过是让人暂时忘记需要休息这件们只不过是让人暂时忘记需要休息这件

事情事情，，继续透支体能继续透支体能。。所以所以，，咖啡刺激造咖啡刺激造

成的短暂兴奋过去后成的短暂兴奋过去后，，人会感觉更疲劳人会感觉更疲劳。。

疲劳说明身体提醒你该休息了疲劳说明身体提醒你该休息了，，这时候哪这时候哪

怕睡怕睡1010分钟也会非常有帮助分钟也会非常有帮助，，比靠咖啡和比靠咖啡和

提神饮料强迫自己兴奋要健康得多提神饮料强迫自己兴奋要健康得多。。

喝咖啡不会妨碍补水喝咖啡不会妨碍补水，，因为咖啡的水因为咖啡的水

分含量多于它所引起的利尿效果分含量多于它所引起的利尿效果。。每天每天

喝两杯以内咖啡喝两杯以内咖啡，，也不会造成骨质疏松也不会造成骨质疏松。。

最好的补充精力的方法是良好的睡最好的补充精力的方法是良好的睡

眠和规律的运动眠和规律的运动。。睡足觉就会头脑清睡足觉就会头脑清

醒醒，，经常运动经常运动，，血液循环顺畅血液循环顺畅，，消化功能消化功能

良好良好，，就会精力充沛就会精力充沛，，远离疲劳和困倦远离疲劳和困倦。。

问题5：都说健康的食物是少盐少油

少调料，美味和健康是不是很难兼得？
浓味调料所调出的菜肴浓味调料所调出的菜肴，，只是一时只是一时

刺激逗弄味蕾刺激逗弄味蕾，，并不是真正的美味并不是真正的美味。。每每

一种天然食材有它自己的本味一种天然食材有它自己的本味，，能吃出能吃出

本味的菜才是至上的美味本味的菜才是至上的美味。。这样的菜一这样的菜一

菜一味菜一味，，百菜百味百菜百味，，而不是像餐馆中的菜而不是像餐馆中的菜

那样那样，，千菜一味千菜一味，，无非都是咸无非都是咸、、辣加上味辣加上味

精鸡精和肉类香精的调味精鸡精和肉类香精的调味。。真正的美食真正的美食

家是不会经常吃这样乏味的菜的家是不会经常吃这样乏味的菜的。。

问题6：晚餐时应该注意什么？
晚餐建议不超过晚餐建议不超过77点半点半，，睡觉不超过睡觉不超过

1111点点，，睡前睡前33小时不要吃东西小时不要吃东西。。如果确实如果确实

饥饿要吃夜宵饥饿要吃夜宵，，尽量吃得清淡尽量吃得清淡。。

■本报记者 徐玲 浦东报道

这几天，上千个印有“川沙产特别栽

培米”字样的包装袋送到了川沙新镇家庭

农场主赵淑俊的家里，饱满的稻穗开镰收

割在即，川沙出产的新米就将装在这些包

装袋里，送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上。今年是

川沙新镇“土地大流转”之后，8000亩家庭

农场全部种植水稻的头一年，在新米收获

的时节，川沙新镇正在想方设法，做好水

稻收割的各项服务工作。

销售：共性中鼓励个性

除了鲜明的产地标识，“好米如何

煮”、水稻品种、种植技术专利号、农场二

维码，甚至是农场主小赵和老赵的合影都

在包装上一目了然。赵淑俊告诉记者，这

些包装袋，从细节设计和成品制作，都是

镇农发办统一完成的。有需要的农场主

可以统一购买，省却了自己设计制作的麻

烦和成本。川沙新镇农发办主任黄振华

告诉记者，今年川沙大米实行品牌整合策

略，凡是川沙出产的大米，都用新设计的

包装进行品牌销售。具体到每一个农场

主，他们可以将自己的卖点制作成不干

胶，贴在包装空白处，统一中又能凸显个

性。“以赵淑俊家的大米为例，他们把水稻

品种南梗46也标注到包装上，懂行的人都

知道，这是浦东地区甚至是江南一带口感

最好的一个品种。”除了水稻品种，记者还

了解到，赵家的水稻不施化肥，不打农药，

采用的是小赵父亲的专利种植技术。

在粮食收购方面，有些农场主有自己

的渠道，今年，赵淑俊家种了 170亩水稻，

按亩产500公斤来算，约有8.5万公斤的产

量。其中的大部分，赵淑俊已经联系好了

农牧公司收购，“留下 1-1.5万公斤，我打

算试验一下自己的销售网络。”如今，小赵

的微店十分热闹，借着“双十一”的风头，

新米上市还有套餐价，“朋友买，朋友的朋

友也来买，吃口绝对好，我做的就是回头

客。”小赵自信满满地说。

黄振华告诉记者，大部分家庭农场主

种田是好把式，销售环节却不精通，镇农

发办已经牵头联系田头收购商，与家庭农

场主一一进行对接，收购商直接来到农场

田头，收割装车，农场主不用额外操心。

收割：全方位贴心服务

今年，川沙新镇的家庭农场共有 47
家，全部实现规模化种植，每家的水稻种

植面积都在百亩以上，全程机械化，秋收

在即，川沙新镇已经统筹了全镇粮食收割

机械，做好了收割前的机械维修和保养，

确保机械正常顺利投入秋收。记者在农

田里看到，一些家庭农场已经开始小面积

收割。

以往，水稻种植并不是统一规划的，

因此农户的收割、晾晒、保存也是各自进

行。今年，8000亩水稻几乎同时成熟，川

沙新镇农技服务站必须统一安排收割时

间，确保收割及烘干的有序衔接。这几天

天气并不好，水稻还在田里，记者了解到，

区镇两级资金投入的200万元粮食烘干设

备已在六团米厂准备完毕，6个全新的机

组将于下周正式启用。米厂不仅能为农

场主提供烘干储存的服务，同时还能完成

收购。

“农场主只要专心种好粮，打出川沙

大米的好品牌，其他的问题，都不用过于

操心。”黄振华表示，水稻种植实现规模化

之后，相对种植其他经济作物，人力投入

成本并不高，算上各种扶持和补贴，每亩

可以有1000元上下的收入，跟小规模经济

作物种植相比，农民的收入并没有降低。

与此同时，流转土地全部种植水稻，能够

形成规模化的生态湿地，改变了原本田间

窝棚杂乱散布的面貌，打造出一片片生态

农业景观，不仅让川沙的乡村变得更加美

丽，还能改善周边的小气候，提升生态附

加值。

■本报记者 张敏 浦东报道

本周，高行镇在浦东新区党校举行社

区专职工作人员培训会。首批居委社区

干事近 50人接受了主题为“如何做好居

民区工作”，“信息、材料写作”，“社区服务

项目的策划”等培训。

“我们这批参加培训的有工作了五

六年的老员工，也有刚入职的新人。”带

队干部介绍。如何做好社区工作是始

终萦绕在社区干事心头的事，他们在工

作中遇到的问题都不尽相同，在日常工

作中不断摸索着解决办法。高行镇也

同样在思考，如何进一步解决日益复杂

的社区事务，帮助社工提升专业知识和

实务能力，让他们走出去就能和居民亲

密接触，洞察社情民意，坐下来就能对

居民诉求解疑答惑？为此，有针对的集

中培训势在必行。

11月2日至4日，南京东路街道云中

居民区党总支书记、上海市劳动模范朱

惠娟，华东理工大学朱眉华，市居村协会

秘书长崔莉等人应邀给社区干事们做培

训。学员们表示，培训内容让自己获益

良多，大家分别就“如何做好居民自治”、

“如何有效化解小区矛盾”、“如何提高群

众对社区的参与度”等发表了看法。

记者从高行镇了解到，本月中旬，高

行镇还将输送50余名居委社区干事到新

区党校参加培训。

■通讯员 陈志强 浦东报道

11月 3日，在黄浦江与川杨河交汇

处的杨思水闸，随着嘹亮的声音传出，

一辆“移动宣传车”在停船码头缓缓移

动，宣传车上的“服务船民党员志愿者

小分队”红旗格外醒目。来自各地的船

民，有的在船上聆听，有的上岸来到宣

传车附近，及时了解党的十八届五中全

会精神……

杨思水闸是黄浦江通往浦东川杨

河的“黄金水道”，每天有 200多艘运输

船过闸，涉及船民 600余人。为了让在

水上跑运输的船民能在第一时间了解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杨思水闸党

员们精心准备了通俗易懂的全会精神

宣传资料，内容有介绍五中全会的基本

情况和重要精神，还有“十二五”期间国

家发展和老百姓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

可喜变化，并准备了一辆手推的“移动

宣传车”，车上是一个便携式移动数码

音响，并用小红旗把宣传板面装扮得格

外漂亮。3 日清早，杨思水闸“服务船

民党员志愿者小分队”的 6名党员就开

始忙碌起来。

党员志愿者用数码音响向过往船民

宣讲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并向船民分

发宣传资料。

听了党员志愿者的宣传，浙江嘉兴

槽133号船老大姚老伯说：“十八届五中

全会精神很重要，全面开放二孩、推动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等政策关系到未来发展

方向，每个人都很关心。特别是党中央

对贪污腐败分子绝不姑息的政策，受到

百姓称赞。现在党的政策好，我跑水上

运输更有劲了！”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日前，轨道交通2号线东延伸（广兰

路站-浦东国际机场站）改造工程进行环

评公示。根据公示显示，此次改造工程

将使该区间具备8辆编组运营条件，工程

涉及广兰路站（含）以东车站及川沙停车

场的改造。改造后，广兰路站至浦东国

际机场站区间运能将得到有效提升。

据了解，2号线东延伸工程（广兰路

站-浦东国际机场站）已于 2010 年 3 月

开通试运行。随着沿线客流迅速增长，

为缓解既有 2号线的运营压力，上海轨

道交通二号线东延伸发展有限公司计划

启动广兰路站-浦东国际机场站运营 8
辆编组列车的相关工程。

公示透露，此次4编改8编工程主要

包括广兰路站（含）以东车站及川沙停车

场的改造。其中，广兰路站（含）以东车

站改造主要包括 6座地下车站（广兰路

站、唐镇站、创新中路站、华夏东路站、川

沙站、凌空路站）装修、出入口改造和广

场铺装，2座高架车站（远东大道站、海

天三路站）加长、装修等；川沙停车场改

造主要包括既有设施扩为满足 8 编使

用，扩建原设计预留的4股道（8列位）停

车列检库，在检修库和试车线间增加 4
股道（4列位）地面停车线。根据环评公

示信息，此次改造工程总投资为 51930
万元，计划于2017年12月竣工。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以乘客的需求为导向，不断提高

乘客满意度，已成为浦东公交品牌项

目——服务质量“万人评”的宗旨。昨

天，以“创公交文明行业，建浦东公交城

区”为主题的“万人评”活动再次开启，而

根据此前“万人评”活动上乘客所提意

见、建议，陆家嘴公交枢纽站的标志性窗

口——导乘服务台也正式亮相。

陆家嘴公交枢纽站位于轨交2号线

陆家嘴站口，枢纽站集中了 7条公交线

路，因接驳2号线，因此每天来往的人流

量巨大。浦东杨高公交今年启动了陆家

嘴公交枢纽站“品牌集聚区”三年创建工

程，设立对外服务的标志性窗口——导

乘服务台便是举措之一。据不完全统

计，导乘员一天的接待量达到三五百次，

高峰时预计可达千次。

据介绍，除了提供换乘咨询、指路等

服务外，导乘服务台还推出了调换零钱、

手机充电、提供免费药品、针线包以及

《陆家嘴地区交通指南》等一系列便民服

务项目，极大地方便了过往行人，提升陆

家嘴公交枢纽站的形象。

打造生态农业景观 改善周边小气候

川沙家庭农场8000亩水稻丰收
浦东公交再启
服务质量“万人评”

2号线东延伸工程
4编将改成8编

高行培训社区专职工作人员

杨思水闸志愿者
宣传五中全会精神

高行居委社区干事进行拓展培训，增强团队意识。 □本报记者 徐网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