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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餐桌上的美

味佳肴，生猛海鲜，令人眼花缭乱，目不

暇接，面对诸多的“山珍海味、麟肝凤

髓”，人们开始纠结如何选择？个中的

营养与口味又如何取舍？

对于一名非营养专业的消费者而

言，在外就餐首先考虑的是各类菜品

的“色、香、味”以及好吃与否，甚至选

择饭店及其菜品都以网络微信上优、

良、劣、差的评价为依据，这是因为人

们味觉上的认知在不同的消费者之间

都可以达到相当高度的一致，但是对

菜肴相关营养的认知则会有很大的差

异乃至迥然不同。这是因为营养学是

一门学术性很强的学科，如果要将其

与人体健康相关联，则覆盖的专业范

围更广，人们各自可以随意表达对营

养与健康的观点，但由于个体知识层

次和专业角度的不同，缺乏系统全面

的营养专业知识，且为碎片化、随意性

的错误信息所左右，各种见解就会大

相径庭，相去甚远，甚至是误传误导，

以讹传讹。如上海的本帮菜经典的红

烧肉，其口味酥香软糯，肥而不腻，入

口即化，深受广大食客的青睐，但有些

消费者因担心脂肪含量太高，会导致

肥胖而不敢越雷池半步，更有甚者认

为，吃肥肉就会肥胖，不想胖就不要吃

肥肉，其实大可不必如此绝对化地看

问题。从营养学角度来解读，人体内

有三大产热（能）营养素即蛋白质、脂

肪和碳水化合物，当摄入的能量过剩

的时候，脂肪则是人体内主要的和重

要的能量储存形式，换言之，在人体正

常内环境条件下摄入过多的蛋白质、

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各种主食）都可能

会转变成为脂肪而蓄积于人体内，这

就是人们通常说的男性“将军肚”和

女性“水桶腰”的后果，但这样的结果

并不能全部归咎于“红烧肉”的过错。

如果从定量的角度来分析，“红烧肉”

很可能蒙受了不白之冤，因此在亲朋

好友团圆相聚，觥筹交错之际，偶尔吃

一块红烧肉并不会犯“肥胖”的大忌。

理解了这样的数量概念以后，就大可

不必刻意地抑制自己的食欲，只要做

到少量适量的摄入，就既能满足口味

又可合理营养，左右逢源，自得其乐。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已处于肥胖

状态或者是“三高”状态的消费者而言

则是另当别论。

儿童青少年的日常膳食中也会存

在“营养与口味”的误区和盲区，家长们

通常都意识到孩子处于生长发育期，需

要大量蛋白质、常量元素、微量元素和

维生素等营养素的补充，但由于各种蔬

菜烹饪后的口味总大不如鸡、鸭、鱼、

肉、蛋等具有“色、香、味”，所以孩子们

大都会挑荤剔素，喜荤厌素。对孩子宠

爱有加的家长往往不愿拗着孩子口味

而强迫孩子多吃蔬菜，而是以苹果、香

蕉、梨等水果替而代之，希望能以此来

补充水溶性维生素C的摄入，殊不知，

这仅是家长的一厢情愿而已。 蔬菜是

维生素C的重要来源，维生素C在人体

内发挥着广泛而重要的生物学作用。

所以，要保证儿童青少年足够的维生素

C摄入，家长们就不能因“口味”一事之

小而忽视“营养”兹事体大，只有培养

儿童青少年良好的饮食习惯和建立科

学的营养观念，方能兼顾“营养”与“口

味”，真正保护孩子的健康和未来。

综上所述，“营养”与“口味”看似矛

盾对立，难以取舍，实则相反相成，和而

为一，消费者可以学习和掌握一些基本

的营养学知识和概念，科学辨识两者关

系，合理享用品尝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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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蔡丽萍

暑期将至，青少年如何过一个丰富多

彩的暑假？昨天，浦东召开2017年未成年

人暑期工作会议，部署相关工作。新区学

校少年宫联盟同时揭牌。

精心设计暑期系列活动

今年的未成年人暑期工作将以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精心设计和

组织开展内容鲜活、形式新颖、内涵丰

富、吸引力强的教育活动，引导广大未成

年人在实践体验中培育家国情怀，践行

文明风尚。

具体包括持续开展“喜迎十九大——我

向习爷爷说句心里话”“青春喜迎十九大，不

忘初心跟党走”等主题活动；开展“少年传承

中华传统美德”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广大未

成年人在“小小百家讲坛”“墨香书法展示”

等系列活动中将中华传统美德内化于心，变

成个人自觉行动；充分利用各类社会资源及

互联网安全教育平台，加强心理健康、防溺

水、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专题教育，引导未

成年人尊重生命、热爱生命等。

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暑

期安全工作，做好总结分析，加强问题排

查；要加强暑期活动的设计和组织，以孩

子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活动，增长孩子

们的技能、拓展他们的知识；整合利用好

各类校外教育资源，让未成年人有地方可

玩，有活动可参加；区公安、文化执法等各

相关部门要加强条块联动，大力净化社会

文化环境。

整合资源建一体化平台

2011年，浦东开始实施乡村（城市）学

校少年宫建设。目前，浦东已成功创建国

家级乡村学校少年宫14所，上海市乡村学

校少年宫10所，上海市城市学校少年宫14
所。不过由于受到学校办学条件、周边资

源条件的限制，各学校少年宫的建设水平

存在不均衡。为此，浦东通过统筹协调成

立了学校少年宫联盟。

今后，学校少年宫联盟将致力于营造

“政府支持、社会参与、学校主体、自主发

展、整体推进”的社会教育氛围，整合教育

资源，构建学校、社会、家庭一体化教育平

台，促进学校少年宫的建设与发展；组织开

展形式多样的学校少年宫活动，丰富未成

年人课余生活；组织特色活动项目的研究、

开发和交流推广；开展校外辅导员队伍的

建设和培训工作。

本报讯（记者 蔡丽萍）日前，浦东体

育部门公布 151家获高危险性体育项目

（游泳）经营许可的室内游泳场所。

记者了解到，为规范本市游泳项目经

营活动和管理，切实保障消费者的人身安

全，促进游泳市场健康发展，根据《上海市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游泳）经营许可实施

办法》，浦东新区体育局自2013年起受理

辖区内游泳经营场所的行政许可审批工

作，目前已审批通过151家场所。而为了

确保安全，浦东新区游泳救生协会在4月

份开展了游泳池主任、救生组长专业培

训，5月份又完成817名初、中级救生员和

407名教员的复审审证。

据介绍，每年夏天游泳场馆“热闹”的

同时，野泳现象有所抬头。上海市游泳救

生协会副秘书长朱幼祥表示，很多人因游

泳场馆人多、费用及户外游泳自由刺激等

原因选择在河里游泳，但这些水域环境相

对比较复杂，很容易发生溺水事故。朱幼

祥还介绍说，即使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游泳

场馆救生员也未必能在河里进行救生，一

旦野泳发生事故，普通人更是难以开展救

援。

本报讯（记者 黄静）2017年市政府

实事项目——小学生爱心暑托班下周一

起开始报名。

据了解，浦东新区小学生爱心暑托班

由团区委、区文明办、区教育局、区民政

局、区妇联、区学联和各街镇联合承办，旨

在缓解小学生暑期“看护难”问题，引导和

帮助小学生度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

的假期。

今年暑期，浦东共设36个办班点，计

划7月和8月各开办一期。其中第一期办

班时间为7月3日-7月28日；第二期办班

时间为 7月 31日-8月 25日。较之往年，

每期各增加1周时间，即每期4周，两期共

8周，实现了暑期托管的“全覆盖”。

今年的两期爱心暑托班同时报名，为

了让更多的孩子享受到公共服务，每个小

学生只能报其中一期。暑托班从下周一

起陆续开始报名，不过各办班点报名时间

不同，家长为孩子报名前需了解所在街镇

的实际情况。

招生对象主要为目前在本区小学就读

的学生，由各街镇负责招募，按就近就便、

贫困家庭优先的原则招生。每班每期招生

人数不超过50人。各办班点根据实际情

况，按照原则上不高于800元/人/期的标准

收费，并对费用使用情况进行公示。

暑托班原则上按师生比1：5左右配备

辅导人员，具体包括每班每期配备班主任1
名，配备7-9名志愿者，包括大学生、高中生

及其他符合要求的志愿者。此外，每班每期

至少配备1名保安，全程保障办班点安全。

暑托班课程由规定环节（开班仪式、

国情教育、安全自护、文明礼仪、慈善文

化、成果展示等）和自选环节（科学普及、

读书赏析、手工实验、素质拓展、文体锻

炼、益智游戏等）组成。除此之外，暑托班

还有公益特色课程。

本报讯（记者 吴燕）6月12日上午，

贵州省毕节市小学骨干教师培训班在浦东

新区园西小学开班。在为期一周的培训

中，来自毕节的50位小学骨干教师，与新区

的小学骨干教师进行教学研讨和交流。

培训期间，50位贵州教师在园西小

学和顾路中心小学接受了浸润式的培

训。浦东为远道而来的贵州教育同仁度

身定制了培训“菜单”，包括参观体验、随

堂听课、专题讲座等。两地教师就课程建

设、学校管理、教师专业成长等主题进行

互动交流，并开展一次校外考察。贵州教

师还应邀参加了“园西小学 2016学年度

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结业典礼”，并对浦

东集团化和学区化办学的成果有所了解。

本次培训班由浦东中华职教社、浦东

新区工商联联合主办，上海市中华职业第

二进修学院承办。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6月 8日至 18
日期间，作为临港海洋节的重头戏之一，首

届海昌海洋风车节在滴水湖西岛举行，除

了由 10 万只五颜六色的风车组成的“花

海”以外，还有海昌海洋公园的大篷车带来

的10多只憨态可掬的企鹅。

“企鹅大篷车”是海昌海洋公园独创的

国内首个移动海洋主题乐园产品。海昌海

洋风车节期间，海昌海洋公园共请来了包

括阿德利企鹅、巴布亚企鹅、凤头黄眉企鹅

等多个品种的企鹅“助兴”，除了观看企鹅

表演外，市民游客还有机会参与互动喂食。

图为游客正在观赏企鹅。

□本报记者 刘思弘 摄

■通讯员 田思倩 记者 张敏

软件公司销售经理吕先生跳槽到同

类公司后，原公司认为他违反了《竞业限

制协议》，应该承担违约责任。前不久，浦

东新区人民法院判决，吕先生向原公司返

还补偿款并支付违约金合计20余万。

2011年 7月，吕先生受雇于力克系统

公司，签署了《竞业限制协议》，约定他将

来如果离开公司，在规定期限内不得从事

或经营同类业务，也不得到与公司有竞争

关系的同类企业工作。2014年 7月，吕先

生提出辞职。20天后，与力克系统公司有

竞争关系的赛趋科软件公司聘用吕先生

为本公司中国区销售总监。

离职当天，吕先生收到了力克系统公

司人事经理寄来的电子邮件和快递，明确

要求他在 6个月内履行竞业禁止义务，不

得入职赛趋科软件公司。力克系统公司

随后根据协议规定，按月向吕先生支付了

3 个月的竞业限制补偿款，总计 5 万余

元。吕先生认为力克系统公司单方提出

的要求不合理，便写信拒绝了该要求。

力克系统公司将吕先生、赛趋科软件

公司起诉至浦东法院。力克系统公司认

为，吕先生违反了入职时签署的《竞业限

制协议》，要求吕先生返还公司已支付的

竞业限制补偿款，并支付 3倍补偿款作为

违约金。同时，要求赛趋科软件公司承担

连带责任。

浦东法院一审审理后认为，《竞业限

制协议》经双方签字确认，是用人单位和

劳动者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有约

束力，应属合法有效。吕先生由力克系统

公司跳槽至与其有商业竞争关系的赛趋

科软件公司工作，这种行为显然违反了

《竞业限制协议》，故判决吕先生按照约定

返还已收到的竞业限制补偿款，并向力克

系统公司支付违约金，总计约 20.4万元。

同时，驳回力克系统公司其余诉讼请求。

本案主审法官李尚伟告诉记者，目

前，越来越多的企业要求与高管或掌握核

心机密的工作人员签订专门的竞业限制

协议，以避免不正当竞争。同时，劳动者

维权意识也越来越高。

本案即是一起员工违反竞业限制协

议，用人单位要求员工返还竞业限制补偿

款、支付违约金的竞业限制纠纷。

李尚伟说，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竞

业限制协议的效力不及于第三方，用人单

位可以从侵犯商业秘密或不正当竞争的

角度另行维权，而不能直接要求第三方就

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

违反竞业限制协议遭索赔
一白领因跳槽赔付原东家20余万

新区学校少年宫联盟昨天揭牌
确保未成年人暑期内有地方可玩 有活动可参加

爱心暑托班下周开始报名
浦东共设36个办班点

浦东151家游泳馆获经营许可

贵州小学骨干教师来浦东取经

小企鹅助兴
临港海洋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