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冬天一到，甜软多汁的柿

子便成为了大家喜爱的水果。柿

子口感甘甜，除鲜食外，还可以

制成柿饼、柿子酒，收获了一大

批忠实的“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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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关于柿子总会有一些

争议， 比如：“空腹不能吃柿子”

“柿子不能一次性吃太多”“柿子

不要和螃蟹一起吃”……

柿子真

的有这么可怕吗

？

到底能不能放

心吃柿子？今天我们就来探究一

下。

柿子营养丰富，被称为“果

中圣品”。作为橙黄色蔬果，柿子

中含有大量的

β

胡萝卜素、叶黄

素等类胡萝卜素，有助于保护视

力、润泽肌肤。 柿子中的钾、镁、

维生素

C

、维生素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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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锰、膳食纤

维等营养素含量也都较为丰富，

在护心脏、养肠胃、抗氧化等方

面都有一定益处。若从中医的角

度来看， 柿子还具有生津止渴、

清热润肺、化痰健脾的作用。 除

了柿子果肉，柿子表面的柿霜和

柿蒂也是宝贝。

柿霜是柿子表面的白色物

质，具有很好的清热作用，容易

长口腔溃疡的上火人群，不妨用

它泡水喝。

柿子的蒂其实是一味中药，

有化痰开郁的作用。柿蒂既可以

单独泡水喝， 也可以搭配丁香、

生姜一起，还可以调理脾胃并提

高肠胃消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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柿子不能空腹吃

？

有这种传言是因为柿子中

含鞣酸，空腹食用容易和胃酸发

生作用，形成结石。

若是没脱涩的柿子，空腹吃

确实有风险，但市面上购买的大

多是甜柿子或经人工脱涩的柿

子，鞣酸含量都很低，通常不会

引起不舒服。

柿子不能一次性吃太多？

虽然现在市面上卖的柿子

鞣酸含量大多很低了，但任何食

物吃太多都不合适，会加重消化

负担。

柿子的含糖量相对较高，普

通人每次吃一两个就够了，减肥

人群、糖尿病人吃的时候更要控

制好量。 另外，大量的鞣酸影响

人体对钙、 镁等微量元素的吸

收，容易导致营养不良。

柿子不能和螃蟹一起吃？

“柿子不能和螃蟹一起吃”

的说法确实是有依据的，柿子中

的鞣酸和螃蟹中的蛋白质接触

后会有反应，产生沉淀，导致结

石。 不过，这是在大量吃的情况

下才会有轻微反应。

只要食用的是经过脱涩处

理的柿子，鞣酸很少，这点鞣酸

跟蛋白质也产生不了太多沉淀，

一般不会诱发消化不良等消化

问题。

如何放心地吃柿子呢？主要

注意以下几点：

1.

不建议随意去购买或者

吃一些路边售卖或者所谓自家种

植的柿子，可能没有经过脱涩。

2.

未成熟的柿子鞣酸含量

较高，最好不要吃，尽量等到成

熟之后再吃。

3.

胃酸分泌过多及胃动力

不好的患者，或者患有胃溃疡等

胃部疾病的患者，不宜吃味道太

涩、未成熟的柿子。

4.

柿子中的鞣酸绝大多数

集中在皮上，如果连皮一起吃更

容易形成胃柿石，也有可能增加

一些如腹痛、恶心等发病机会。

5.

如果食用柿子后， 经常

会感到胃部不适，应及时去医院

检查治疗，以免病情加剧。

（

据

《

中国消费者报

》）

在日常生活中，有些厨余垃圾中

仍有不少资源值得利用， 只要稍加提炼发

掘，没准能挖出个“金药箱”。今天就有请北京友谊医

院药师王晓东，教大家用橙子皮制作理气健胃

的橙皮酊、橙皮糖浆的家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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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皮酊和橙皮糖浆的关系，

有点像啤酒和啤儿茶爽的关系，

橙皮糖浆使用橙皮酊与糖组合，

同时挥发掉原有的酒精，更适合

小孩和对酒精过敏的人群。只需

要用到橙子皮、

60

度以上的白酒

以及白砂糖。

首先，我们制作橙皮酊。 橙

皮上的白色膜是不用的，用刀切

掉， 把剩下的橙红色部分切成

丁。 供暖的季节，可以放在暖气

片上烘至干透，暖气片温度应该

控制在

60

摄氏度以下。 停暖期

间，也可以放在电风扇前吹上一

晚吹干，或者用烘烤箱在

60

摄氏

度以下烘干， 目的是去掉水分，

保留油室当中的挥发油。

接下来，称一下橙皮干的重

量。 比如橙皮干

100

克， 就准备

1000

毫升白酒。把白酒分成

3

份，

用其中三分之一的白酒浸泡橙

皮干

24

小时。

24

小时后，用纱布

过滤， 滤得的溶液要密封保存，

橙皮渣加三分之一的白酒浸泡

1.5

小时。

1.5

小时后过滤， 和第

一次过滤的溶液混合， 密封保

存，橙皮渣再加剩余的三分之一

白酒浸泡

1.5

小时后过滤， 和前

两次滤得的溶液混合，就得到了

橙皮酊。经过

3

次浸泡，利用浓度

梯度尽量浸出橙皮当中的物质，

算是一种简化版的渗漉法。

橙皮酊是芳香苦补健胃药。

若是有轻微的消化不良、胃肠气

胀， 吃上

2～5

毫升的橙皮酊，能

够促进胃肠道蠕动， 对厌食症、

胃炎、 胃肠道疾病引起的恶心、

呕吐、腹部不舒服，食用后都会

有一定程度的缓解改善的作用。

自制的橙皮酊更多的还是

用于治“未病”，或者用来制作橙

皮糖浆，口感更佳。 橙皮糖浆其

实就是“橙酊”和“单糖浆”的合

体。“单糖浆”是药学专业名称，

通俗地讲，把糖加上水熬化就是

单糖浆了， 再把橙皮酊加在里

面，酒精挥发出去，就得到了橙

皮糖浆。

不过，专业科普的“小药工”

当然要把最详细的配比呈现给

大家：橙皮酊

5

毫升、柠檬酸

0.5

克、蔗糖

85

克、水

100

毫升。 先将

柠檬酸

0.5

克加入到

5

毫升橙皮

酊中搅拌溶解，再加入

85

克蔗糖

和

50

毫升水， 搅拌使蔗糖溶解，

再加入剩余的水搅拌均匀，加热

至沸腾即得。 不过，直接用火加

热时要注意防止糖浆焦化，水浴

加热可以避免这种风险，记得容

器要加盖，避免蒸锅凝结的水汽

流进去。

同时，应适当延长时间让酒

精挥发出来。 既然是“橙儿茶

爽”，可以给小孩吃上一两勺，甜

甜的糖浆里飘着香橙的气味，相

信小朋友也会喜欢。

当然，“小药工”还是要提醒

一句， 橙皮糖浆最好现吃现做，

如果做多了应避光保存，放置时

间长了容易发霉变质。同时要注

意， 蒸或者水浴毕竟温度有限，

恐怕会有酒精残留，对酒精过敏

人群应当注意。

以上拿橙皮举了个例子，其

实，市面上在售的芸香科柑橘属

的水果，比如酸橙、柚子、甜橙、

橘子、芦柑、柠檬、葡萄柚等，它

们的果皮都可以利用。 作为食

品，关键在于自己动动手就能体

验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想想过

去被自己随手扔掉的橙子皮，是

不是后悔倒掉了几大瓶美味饮

料？

（

据

《

北京青年报

》）

柿子正当季！

这些食用事项要注意！

橙皮别扔，加点酒

教你DIY健胃糖浆

柿子的那些“争议”，可信吗？

柿子的“优点”你都知道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