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冰激凌如何健康吃
冰激凌是人们夏季消暑的主角，尤其现在市面上

的冰激凌琳琅满目，在炎热的夏日让人欲罢不能。 然
而，冰激凌虽然美味又解暑，如果不加节制或不注意
自己的身体状况而乱吃，也会影响健康。 那么，冰激凌
如何健康吃？

专家介绍， 一般每人每天食用一份 50 克至 150
克的冰激凌， 其发热量仅为 100 千卡至 300 千卡，是
人们日常饮食摄入热量的 1/10 至 1/15，一般不会引起
身体发胖，但必须控制数量。 如果一次进食过多的冰
激凌，除了会发胖外，还会出现不良反应。 小儿易引起
腹痛，中老年人易引起心绞痛，一般人易引起胃肠炎、
喉痉挛及营养缺乏症，并且有可能损坏牙齿。

另外，也不能吃得过快。 有人贪凉，一会儿就吃进
去一支冰激凌，这样容易刺激内脏血管收缩，并使局
部出现贫血状态， 减弱胃肠道的消化功能和杀菌能
力，促使胃肠炎、胆囊炎甚至肝炎的发生，有的人则会
因三叉神经突然受到不良刺激而发生头痛。

因此，平时有胃肠疾病、胆囊炎的人不可进食过
快，以免刺激内脏血管，造成局部贫血，胃肠道的消化
功能和杀菌能力减弱，导致胃肠炎、胆囊炎甚至肝炎
的发生。

饭前饭后吃冰激凌会影响食欲，这是由于冰激凌
温度低，会造成胃肠道血管收缩，从而影响其消化吸
收能力，影响各类营养素的吸收。 如果要吃，建议放在
两餐之间。

还有的人买回冰激凌后由于没能及时放入冰箱
或保存不当，导致冰激凌融化。 很多人会将融化的冰
激凌再放入冰箱内冷冻后食用，这种做法也是不科学
的。 专家说，融化掉的冰激凌再放入冰箱内冷冻，重结
晶的过程会破坏冰激凌原有的品质和营养成分。 所以
尽量不要再食用。

学会 9招吃冷饮不伤身

妈妈如何给宝宝自制冷饮

夏季来临，市面上出现了更多的冰
冻食品，面对这些五颜六色、口味百变的
各种冰激凌和饮料，最抵挡不住诱惑的
就是孩子，如何给我们的孩子选择营养
的冰激凌和饮料? 如何在食用方法上尽
量做到不影响身体健康?

夏季孩子如何正确食用
冷饮

1.幼儿尽量少吃冷饮。 如果要吃也
要减少饮用染色剂和香精配出来的饮
料，多喝些凉白开或自制的绿豆红豆汤，
放在冷藏室半个小时左右饮用，既有凉
意又不会温度过低。

2. 多吃应季瓜果如西瓜之类的，既
有营养，又可以消暑利尿，也可以做成鲜
榨的饮料，方便孩子饮用。

3.适时。 不宜在饭前或饭后即刻吃

冷饮，以免影响食欲和食物消化。
4.适量。 冰激凌每天最多一只为宜;

冷饮的摄入量，一次以 100ml左右为宜。
5.适度。 吃冰激凌或喝饮料速度放

慢，细细品味为宜。
6.选择大品牌纯奶油的冰激凌和饮

料，而不是牛奶味的，减少反式脂肪酸的
摄入。

7. 选择正规厂家在有效期内的冷
饮，以免操作不规范，造成食物中大肠杆
菌等细菌含量超标及食品添加剂添加超
标等，危害身体健康，甚至食物中毒。

8.运动后忌大量吃冷饮。 运动后体
温升高，咽部充血，胃肠和咽部受刺激后
容易出现腹痛腹泻、咳嗽以及其他症状。

9.一岁之内的婴儿胃肠道功能发育
尚未完全忌食冷饮。

冷饮食品健康吃
不管是买的，还是自制的，进食的方

法也要注意，才能保证宝宝进食冷饮的
安全。

1、控制量：每天雪糕吃一根，酸奶类
小杯的一杯，冰果汁类的一小杯，这三种
在一天中最好只选一样，常温果汁不算
在内。

2、食用时间：在正餐前后一小时不
要给宝宝进食冷饮，避免影响食欲和消
化。 在运动出汗后的半小时内也不要进
食冷饮，半小时后先喝些凉白开再进食
冷饮。

3、进食方法：从冰箱中取出的冷饮
食物要先晾一晾，不要让宝宝大口大口
咬着吃，教会宝宝小口小口地含着吃，慢

慢咽。 如果是可以和饼干碎一起搅拌食
用的类型，就和饼干碎一起同食，减少和
缓解冷凉的刺激。

推荐自制宝宝冷饮小食：
一、香蕉酸奶棒
原料：香蕉 原味酸奶 冰棍托
步骤： 将冰棍托插在剥好皮的香蕉

底部，沾匀酸奶，放置在冰箱冷冻室中即
可。 (草莓、樱桃、橘子等多种水果都可以
选用)

点评： 香蕉和酸奶的甜味足够满足
宝宝的味觉， 冰爽的口感可以让宝宝细
细的享受清凉， 也不会太过冰凉刺激和
融化得太狼狈， 自然的造型容易让宝宝
接受和进食。

二、果干曲奇冰激凌
原料：葡萄干、蔓越莓、低脂曲奇饼、

自制冰激凌
步骤： 用勺将自制的低糖低脂肪的

冰激凌一层层刮成小卷，和葡萄干、蔓越
莓或其他果干放在一个容器中， 再将购
买或自制的低脂曲奇饼掰成小碎块洒在
冰激凌上， 让宝宝一小勺一小勺地享用
这并不冰牙的冷饮小食。

三、土豆冰激凌
原料：土豆、淡奶油 、白砂糖 、柠檬

汁、自制果酱
步骤：土豆洗净、煮熟、用滤网压泥，

将打发的淡奶油与土豆泥视口味加入适
量白砂糖和柠檬汁搅拌后冷冻一晚，食
用时取出挖成小球， 淋上自制的果酱就
可以让宝宝享用美味又有营养的清凉小
食了。

自家做冰棍 好吃又健康

夏日炎炎， 这时候总想来一支冰凉
爽口的冰棍雪糕。不过外售的有些冰棍，
里面的添加剂可不少。 想吃到美味又安
全的冰棍，不妨尝试在家自制吧。按照美
食达人们的方法制作， 味道绝对不比外
面卖的差哦！

红豆奶油冰棍
原料： 赤小豆 100 克、 淡奶油 200

克、玉米淀粉 30 克、牛奶 200、白糖 60
克

做法：
1.红小豆适量提前用冷水泡 2 个小

时，加水上汤锅用“三开三焖”的方法煮
至红豆熟透但未开花（所谓“三开三焖”
就是指将水烧开沸腾后即可关火焖半小
时，如此重复 3 次）；

2.将焖好的红豆捞出，加入 10 克白
糖拌匀；

3.牛奶放入汤锅中，加入玉米淀粉、
50 克白糖、 淡奶油倒入牛奶混合液中，
拌匀；

4.中小火，边煮边搅拌将牛奶混合
液煮至粘稠， 将红豆倒入牛奶和淡奶油
的混合液中，拌匀；

5.将做好的冰棍糊放凉后，装入冰
棍盒内，盖上盖，放冰箱冷冻过夜即可。

火龙果酸奶冰棍
原料：火龙果、芒果、酸奶
做法：
1.将火龙果去皮切小块，放入榨汁

机杯中，再倒入一盒酸奶，榨成果汁；
2.芒果对半切开，用勺子挖出果肉，

放入榨汁机中加入酸奶榨成芒果汁；
3. 将酸奶果汁倒入冰棍模具中，放

入冰箱冷冻 4 个小时以上即可。
紫薯雪糕

原料： 紫薯 2 根、 炼乳 5 克、 牛奶
150 克

做法：
1.紫薯放入锅中煮熟，切大块；
2.将所有材料投入榨汁机打匀；
3. 打匀的液体倒入雪糕模具中，放

入冰箱冷冻即可。
西瓜冰棍

原料：西瓜两块、白糖 30 克、糯米粉
2 小勺

做法：
1.将西瓜去皮，放入榨汁机榨出西

瓜汁；
2. 榨出的纯西瓜汁用滤网过滤一

遍；
3. 在西瓜汁中加入白糖搅拌均匀，

备用；
4.在小锅中放入适量糯米粉，加入

适量清水拌成稀糊状 （在雪糕中加入糯
米粉的优点就是使雪糕不容易产生冰
渣，口感软糯）；

5.中火加热，中间不停搅拌至浓稠；
6.将糯米糊倒入西瓜汁中；
7.将两者混合液倒入料理机混合均

匀；
8. 将混合好的液体倒入冰糕模具

中；

9. 盖上盖子， 放冰箱冷冻室速冻 5
个小时以上即可。

绿豆冰棍
原料：绿豆 50 克 、清水 400 克 、细

砂糖 30 克、糯米粉 5 克
做法：
1. 绿豆用清水淘洗干净放入电饭

煲，注入清水；
2.选择煮汤档，按下加热键；
3.煮至绿豆开花，加入细砂糖和糯

米粉，用汤勺搅匀，继续煮至汤汁浓稠；
4.晾凉后倒入模具，放入冰箱冷冻

室冷冻 3 小时以上即可。
小贴士>>>
1.煮绿豆时，需要一次性加入足量

的水，尽量避免再次加入生水，会影响口
感。

2.如果用汤锅煮绿豆，大火烧开后，
转小火继续煮至绿豆开花。

3. 绿豆煮软或开花之后再加入砂
糖，提前放入可能会使绿豆不易软烂。

4. 加糯米粉使冰棍口感更软糯，如
果更喜欢冰棍的口感，可以不加。

夏季不宜吃冷饮的人群
肥胖患者。 冷饮中含糖多，会增加脂肪，使身体

更加肥胖，容易诱发脂肪肝和高脂蛋白血症。
龋齿、牙质过敏患者。 这类病人吃冷饮会诱发牙

痛。
咽喉炎、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关节炎患者。 在

冷饮的刺激下， 这部分人可能咽喉部炎症加重或诱
发咳嗽，或引起旧病复发。

糖尿病患者。 冷饮一般含有较多糖分，病人食之
可使血糖升高，导致病情加重。

高血压、冠心病和动脉硬化患者。 这类病人如果
大量食用冷饮，会突然刺激胃肠道，使血管收缩，升
高，加重病情，容易诱发脑溢血。

肾病患者。 这类病人不宜食用含有香精、色素香
料等成分的冷饮， 因为这些成分会加重肾小球过滤
排毒的负担，同时可使浮肿症状更加严重。

老人和幼儿。 这类人群由于体质较弱，在短时间
内吃大量冷饮，可能出现口腔肌肉麻痹、痉挛;由于胃
肠骤然受冷，刺激肠粘膜引起胃肠不规则收缩，可能
出现腹痛。 由于冷热不均，胃肠血管的正常收缩和舒
张受到不良影响，导致胃肠功能失调，肠蠕动加快，
容易发生腹泻等症状。

十二指肠溃疡、慢性胃炎、慢性结肠炎、胆囊炎、
消化不良患者。 这些病人的消化系统功能较差，吃冷
饮后容易刺激胃肠粘膜，加重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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