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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了，怎样健康吃坚果
■通讯员沈爱新

春节临近，家家户户会买各种坚果来招
待客人。在这段时间里，老百姓吃坚果自然
会比平时多一些。那么，坚果的营养特点有
哪些呢？怎样才能做到健康吃坚果呢？

坚果是植物的果实，植物学上严格的定
义是指坚硬的果皮和种子组成的果实，果实
成熟时果皮不开裂。广义上的坚果泛指各
种具有硬壳的干种子。一般分两类：一种是
树坚果包括杏仁、腰果、榛子、核桃、松子、板
栗、开心果、夏威夷果等;另一种是种子包括
花生、葵花子、南瓜子和西瓜子等。坚果营
养全面、丰富，常食对心脏病、癌症、血管等
疾病有预防作用，同时还可明目健脑。

一一、、坚果的营养特点
油脂含量比较高，占44%-70%。但

坚果中的脂肪酸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有
利于提高血液中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有

利于健康）的含量、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含
量，对于预防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有一定
的作用。核桃和松子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
较高，脂肪含量大于40%的坚果有核桃、胡
桃、松子、榛子、花生、葵花子、南瓜子、杏
仁、开心果等。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占12%-25%。
但坚果中有些必需氨基酸相对较低，从而
影响蛋白质的生物学价值，如核桃蛋白质
蛋氨酸和赖氨酸含量不足。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其中
镁、钾、铜和硒等矿物质既能调节多种生理
功能，也是合成体内抗氧化酶类的重要元
素。坚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E和硒等具
有抗氧化作用的营养成分（抗氧化能力:核
桃＞腰果＞榛子＞山核桃＞杏仁＞澳洲坚
果＞开心果＞巴西坚果＞花生），具有延缓
衰老和抗肿瘤的作用，如核桃、榛子、栗子

等富含维生素E、B族和钾、钙、锌、铁等矿
物元素，榛子的钾、钙、铁和锌等矿物质元
素含量高于核桃、花生等，为矿物质的极佳
膳食来源。另外葵花籽仁和花生仁中维生
素B1的含量是常见食物中含量较高的。

碳水化合物含量依种类不同而易。。含
量较高的如栗子为77.2%，较低的如核桃
为9.3%、榛子为14.7%，碳水化合物大于
40%的坚果有白果，栗子，莲子，芡实等。

坚果虽营养，，但是热量高，，要悠着点吃！！
二、、怎样健康吃坚果呢？？
适量吃——《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16》建议成人一天吃10g去壳坚果，每
周 50-70g，10g 坚果相当于：薄皮核桃
2—3个、带壳葵花籽约双手一捧、带壳花
生双手一捧的一半、板栗4—5个、腰果7—
8颗、开心果20颗等。

吃法多种——吃坚果的方法多多，每天

早餐时1小把不加糖盐不油炸的原味坚果
是最好的，也可放在下午茶时。坚果既可以
单独吃，也可以入菜，用坚果代替红肉，拌凉
菜或炒菜时加点坚果，即可减少饱和脂肪的
摄入，又可保证热量和必需脂肪酸，增加微
量元素的摄入，保持香美的口感。

少吃含盐的坚果——在选择坚果时，
建议选择原味的，不选择加盐的，以减少盐
的摄入。

三、、吃坚果注意事项
睡前不要吃。。坚果中含有的不饱和脂

肪酸虽然有益健康，但却容易导致胃酸反流。
腹泻患者暂时不要吃。。坚果中丰富的

膳食纤维和脂肪能润肠通便，如有腹泻和
消化道急性感染症状的人，暂时不要吃坚
果，否则会加重症状。

咽喉疾病患者不能吃坚果。。坚果通常
的烹调方法是烤和炒，甚而是油炸，并撒上

盐，容易引起口腔和咽喉的干燥感。故而
咽喉炎、口腔溃疡等患者应当尽量少吃或
不吃烤制、炒制、炸制的坚果。可以考虑吃
生坚果或吃煮熟的坚果。

过敏人群不适合吃坚果。需要特别注
意的是，极少数人对坚果有过敏反应，产生
皮肤瘙痒、咽喉水肿等反应，严重者可能致
命。凡这类患者应严禁食用相应的坚果。

幼儿不适合吃坚果。由于坚果呈大颗
粒状，不易一下嚼碎，幼儿食用时有可能因
为呛咳、说笑等滑入气管，引起严重安全事
故。故而学龄前儿童吃坚果类食品应有大
人照顾，特别是3岁以下幼儿吞咽控制能
力尚未发育成熟，最好将坚果切碎食用，避
免发生危险。

简简单单两个菜
融入家人满满的关爱

7日中午，梁友方妻子准备了他爱吃
的白斩肉、青菜排骨汤，简简单单两个菜融
入了家人满满的关爱。自从回到萧山后，
妻子就变着花样给他做好吃的送过来，这
时候两个人才能短短见上一面。

回想起随队出征支援河北抗疫的24
天经历，梁友方感到很欣慰，连连表示：“肩
负使命，坚守责任，再苦再累都值得。”

出征抗疫24天，家人们担心、挂念了
24天。梁友方是妻子眼中的“顶梁柱”，女
儿眼中的“超级老爸”，同事眼中的“勇士”，
萧山百姓眼中的“抗疫英雄”。

回忆起一个月前的经历，依旧让他心
潮澎湃。1月7日凌晨一点，梁友方接到了
紧急驰援河北的任务，那一刻，梁友方丝毫
没有犹豫，他语气坚定地说：“我去。”当天，
他作为浙江驰援河北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医
疗队的一员，收拾行囊，义无反顾地奔赴石
家庄，增援当地的核酸检测工作。

24天的坚守
让很多人记住了这群“病毒猎手”

一抵达石家庄，还没来得及休整，梁友
方所在的医疗队便要开始着手实验室流程
的再优化，并立即开始安装调试携带过来
的提取仪器和扩增设备，随时做好接收标
本的检测工作。

梁友方是萧山唯一一个前往河北支援
的医护人员，在河北省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负责核酸扩增和结果审核。他说：“此次援
冀使用的扩增仪，仪器组里只有我使用过，
所以担起这30台扩增仪器的装机、程序设
定和维护保养工作我是义不容辞，我要确
保其正常运行，并负责组里标本的扩增和
结果的分析判定。”

在疫情一线连续奋战24天，每天需要
在PCR扩增室里待7-10小时，每天的核
酸检测工作量相当于在区一医院平常一个
月的工作量，对于48岁的梁友方来说是一

场身心的考验。一路走来，这个援冀团队
没有一个退缩的，心中唯一的目标就是“尽
早出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容不得有一点马
虎。

在冀期间，浙江援冀核酸检测医疗队
累计检测新冠病毒核酸样本386980管，共
计3082362人份，参与河北疫情防控形势
研判，成为当地核酸检测质控标杆。由于
检验工作量大，梁友方的下班时间经常要
一拖再拖，饭点也会一推再推，有时候就连
休息都要保持随时迎战的准备。

回顾在石家庄的点点滴滴，梁友方感
叹：“这次援冀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我们组
的组长有驰援北京的经历，副组长有驰援
新疆的经历，他们会毫无保留地跟我们分
享在驰援过程中的相关经验。对我来说也
是一次业务提升。”

从河北回来后，梁友方还有一件重要
的事情要做，他希望能把在河北开展的大
规模核酸检测过程
中，好的做法、好的流
程带回萧山，在医院
现有的操作模式下进
行更为细化、优化的
检测流程，为搭建萧
山的“抗疫城墙”添砖
加瓦。

援冀勇士梁友方回家 他说“再苦再累都值得”

近日，作为城厢街道“奋战一百天，干好十件事”十大项目之一的城河七古桥亮灯工程已
竣工，该项目对浙东运河萧山城厢段（城河）上的七座古桥进行文化景观亮化，七座古桥带着
新景致在大众眼前“亮相”。七座古桥从东往西分别为回澜桥、东旸桥、惠济桥、梦笔桥、仓桥、
市心桥、永兴桥。 首席记者唐柯 通讯员 闻王裔 摄

古桥靓了

2月6日，浙江省援冀核

酸检测医疗队队员、萧山区第

一人民医院检验科副主任技

师梁友方从莫干山结束了7

天的集中休养后回到家里，并

继续进行7天居家日常健康

监测。24天的援冀工作，对

他而言弥足珍贵。

回来后，梁友方还有一件

重要的事情要做，他希望能把

在河北开展的大规模核酸检

测过程中，好的做法、好的流

程带回萧山，在医院现有的操

作模式下进行更为细化、优化

的检测流程。

■文/摄 记者 盛凤琴 通讯员 邹紫 ■记者蒋超 通讯员 张继承 蒋小丹

独立有个性、不太愿意走进婚姻
生活……这些特征已经成了不少年轻
人的标签。如果一个人没有第一、第
二合法有效继承人，那么生前留下的
财产最终将给谁？

近日，湘湖公证处受理了《民法
典》实施后首例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的
子女代位继承的案子，或许对于今后
的趋势有所借鉴。

萧山人吴大伯因病于2020年12
月1日去世。他生前未婚，无子女，其
父母、祖父母、外祖父、兄弟姐妹均已
先于其去世。去世后，吴大伯留下了
10多万元银行存款。原先，根据《继承
法》的相关规定，遗产会作为无人继承
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归国家或者集
体所有，即民间所说的会被充公。

不过，今年1月1日起实施的《民
法典》解决了这个难题。根据《民法
典》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被继
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
的，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
位继承。

对于吴大伯的情况，是否能实现代
位继承呢？公证人员通过村委会、派出
所、档案管理单位等多方的证明材料，
对吴大伯的情况做了详细核实。吴大
伯生前有一个姐姐，已于2013年5月1
日死亡。吴大姐生前共生育了子女七
人，两男五女，子女均健在。

经当事人申请后，湘湖公证处予以
受理，通过审查、核查，顺利为七名当事
人办理了遗产继承公证手续。目前，七
名当事人也顺利领取了银行存款。

这是《民法典》保护公民私有财产

继承权的一个典型案例。那么在日常
生活中，众亲属谁在继承中更优先？

按照原来的《继承法》规定，继承
的第一顺序为配偶、子女、父母；第二
顺序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第一顺序继承人权利优先于第二顺序
继承人，但同一层级顺序继承人中的
继承人权利一般情况下均等。

《民法典》增加了继承人范围，外
甥、外甥女、侄儿、侄女都位列其中，都
可以依法继承遗产了。继承开始后，
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
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
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以此
案为例，由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代
位继承的，需要在所有法定顺序继承
人都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情况下，才
会成为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属于未婚未
育的独生子女，没有继承人怎么办？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五十八条中
的《遗赠扶养协议》规定，自然人可以
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
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该组织或者
个人承担该自然人生养死葬的义务，
享有受遗赠的权利。

也就是说，自然人孤身一人，找不
到任何亲属可以继承自己的财产时，
可以通过生前遗嘱指定的方式，让自
己的财产传承下去。如果最后，自然
人的财产没有遗嘱指定，又没有继承
人，那么这类遗产就成了无人继承遗
产，按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条
规定，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
归国家所有，用于公益事业，死者生前
是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的，归所在集
体所有制组织所有。

萧山首例
孤寡老人存款由侄、甥代位继承

■通讯员 田何兴 记者 黄婷

本报讯 日前，进化镇沈家渡村村
民沈叶平收到了萧山区政府授予的三
等功荣誉，以赞扬他曾多次勇救落水
者的事迹。

2020年8月4日上午，沈叶平和
平日一样守在自己的肉铺里，这时几
十米外的浦阳江堤上传来一阵喧哗
声，有人喊道：“有人落水了！”“救命！”
当时在江堤上散步的都是不识水性的
老人、妇女和儿童，大家情急之下赶紧
焦急喊道：“有人落水了，快叫阿平！”
沈叶平听到喧闹声，一个箭步跑出肉
铺，飞一般地冲上江堤。往江面看去，
落水者毫无踪影，只有一顶帽子在江
面上漂浮。

沈叶平一刻不敢停地跑下去迅速
跳入水中，江水又深又急，他潜到水
里，用手摸，用脚探，不松懈不放弃。
在他的坚持和努力下，终于摸索到了
落水者身体。虽然已经几乎精疲力
竭，但他不顾身体疲累，奋力将落水者
拖向岸边，和之后赶到的沈传忠等人
一起将人救上岸。

现年55岁的沈叶平，在临近浦阳
江江堤的村口小菜场卖猪肉，做生意
诚信实在，为人和气直爽，见到不公平
的事会挺身而出、伸张正义，对困难户
和老人关爱有加，时时照顾，是村里公
认的正义热心人。来到村口的肉铺
时，沈叶平正在和来闲坐的老人热心
体贴地聊天。说到沈叶平，村民都交

口称赞，“阿平好！”“热心正义！”“好正
义的人！”

临近沈家渡村的志愿者雷金云
说：沈叶平在村里人缘特别好，热心仗
义，喜欢帮助别人，而且他已不是第一
次在江里救人了。浦阳江这段的上游
刚好拐了个弯过来，江深水急，上游涨
潮时，潮水来得总是无声无息，在江边
淘米洗菜的人经常还没有反应过来就
会被潮水卷走，每次有人落水几乎都
是因为突然涨潮所致。

尤其是2005年10月救村民周兰
平那次，当时正好下过大雨，潮水来得
又急又猛，周兰平落水后，瞬间就被卷
走。在那样危险的情况下，岸上的沈
叶平义无反顾，在湍急的江流中追了
四五十米远才追上落水者。这时不仅
江深水急身难由己，而且周兰平手里
还本能地紧抓着装着衣服的水桶大大
增加了重量，不仅给施救行动带来巨
大困难，也让救人者身处险境。沈叶
平累到几乎虚脱才把人拖到岸边。

对于自己每每以身犯险、倾力救
人的行为，沈叶平只是很淡然地说：

“落水了要是没人救，一个家庭不就完
了吗？如果是我落水了，别人也会救
我的！”

雷金云还告诉我们说：“去年沈叶
平的救人事迹报上去后，受到政府表
彰，他特别高兴！”当问起此事，沈叶平
笑得合不拢嘴，那是一种因为自己义
行善举被国家和社会所认可和赞扬的
满满开心和自豪。

沈叶平：
多次勇救落水者被授予三等功荣誉

援冀勇士梁友方（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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