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慎用盐等调味料慎用盐等调味料

清淡饮食零负担清淡饮食零负担
口味重要？还是健康重要？盐、酱油、味精等调味料是日
常烹饪的必备品。可是，对于小宝宝呢？大人每天吃惯的
盐，却可能成为宝宝饮食安全的陷阱，
不是耸人听闻哦！
宝宝在辅食添加阶段，身体正处于最初
的发育期，肝肾功能不健全，如果盐摄
入过多，过量的钠会增加宝宝的肾脏负
担，切忌好心办坏事哦。更何况预防成
人高血压等疾病要从婴儿期开始。宝典
强烈建议，宝宝1岁以内不要吃盐等调味料，1岁之后，提
倡清淡原味饮食，宝宝不要重口味！

美食专家和营养专家会不约而同地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
比食物的原汁原味更健康、更适合宝宝的口味！开始给宝
宝制作辅食时，妈妈最好就用食材的天然味道吸引宝宝，

比如给宝宝熬粥时，可以加些带甜味的红薯、南瓜、大枣
等，给宝宝做汤时，可以加入西红柿调味等。
由于天然的肉、蛋、奶、蔬果、粮食以及饮用水中都含有
食用盐的成份，所以妈妈完全不必担心宝宝盐份摄入会过
少。家人也要养成低盐的习惯，这样当宝宝与大人一起进
食后，享受到的依然是淡淡的食物香，而不是充满盐味的
咸香。

制作宝宝的“盐”控专属餐
在控盐的问题上，提倡宝宝“吃独食”，也就是单独烹调
宝宝的食物。一岁以内，不加盐，一岁以后，少量添加，
以清淡原味饮食为原则。
·0-6个月：不添加食盐，从母乳或配方奶里就能获得氯
化钠的成分。
·6-12个月：不添加食
盐，可从辅食和奶中获
得氯化钠的成分。
·1-3岁：少量添加
盐，1岁每天食盐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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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1克，3岁不超过2克。
·4-6岁：少量添加盐，每天食盐不超过3克。
如果让宝宝和家人一起进食，不要让孩子品尝大人的饭
菜。宝宝的饭菜要单做、现做现吃。

专家支招：选购辅食或各类包装食品，要注意含盐量
在为宝宝选购成品辅食或小零食时，妈妈一定要注意包装
上食物成分表，注意各种成营养素参考值的百分比。。选
购婴儿米粉、佐餐泥等辅食的时候，要特别审视一下成分
表、配料表。而有些饼干、糕点、面包、干果类食品，在
制作时加入了大量的盐，会加重宝宝的肾脏负担，小宝宝
绝对要远离。归结一点，要尽量选择适合宝宝年龄段需
求、成分配比科学营养的婴儿辅食。

亨氏温馨提示：

亨氏全线产品，无论米粉、面条还是佐餐泥及零食，都坚
持为宝宝精心制作，通过先进加工工艺，尽量保持食材的
原汁原味原营养，呵护宝宝健康成长！



坚持绿色主食坚持绿色主食

远离农残重金远离农残重金
绿色食品，宝宝家庭最看重。可是，那些农药残留、重金
属超标的安全警示总在眼前晃悠，让宝宝餐桌的米粉、菜
泥，成为妈妈心头的焦虑、担心。
绿色食品真的可遇难求吗？其实不然，
只要把握选择绿色食品的窍门，就可以
远离农残重金！安全宝典精心支招 让
你轻松掌握“望、闻、触、证”4大筛
选原则，帮你成为专业的绿色主食鉴别
专家。让你和宝贝同享绿色健康！

绿色食品，绿色生活，在自然、安全、健康的消费观念日
益普及的今天，相信每一位妈妈都更加重视为宝宝选择绿
色食品，绿色食品已经和生活息息相关了。
那么绿色食品究竟“绿色”在哪里呢？ 让我们先解读一
下：

绿色1：在无污染的条件下种植、养殖，施有机肥料，不
用高毒性、高残留农药。
绿色2：在标准环境、生产技术、卫生标准下加工生产。
绿色3：经权威机构认定并使用专门标识的安全、优质、
营养食品。
凡绿色食品产品的包装都是“四位一体”，即标志图形、
“绿色食品”文字、编号及防伪标签都必须具备。妈妈进
超市，要特别留意“绿色食品”标志哦。

绿色大米甄选有道，绿色蔬果品质鲜明，有绿色食品的标
志，妈妈们固然可以稍微放心，但精明细心的妈妈肯定不
想只凭一个标志就简单选择，给宝宝吃的东西，当然要精
挑细选，仔细甄别。只要把握选择绿色食品的窍门，就可
以远离农残重金！ “望、闻、触、证”法正好可以帮上
忙。
以宝宝初始添加的第一口辅食米粉为例，妈妈首先要学会
甄选安全优质的大米，为肠胃稚嫩的宝宝把好安全第一口
关。 “望、闻、触、证”法，可以这样操作：
* 望：看米粒是否结实、丰满、色泽清白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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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新鲜的大米一般会有一股自然清香。
* 触：煮熟之后品尝一下，饭粒油亮，香味浓郁，粘性较
小。
* 证：注意大米是否是绿色大米，即要有绿色食品标志。

可是，细心的妈妈会问，超市里的大米包装完好，而且购
买时也没法品尝，如何确保万无一失呢？何况宝宝食品无
论在卫生上还是营养上，都要特别小心。已经被宝宝的吃
喝拉撒搞得团团转了，有没有简单有效的替代方案呢？其
实，妈妈可以选择专为宝宝量身定制的婴幼儿米粉。当
然，在选择时要特别留意包装盒的说明和标识，选择大品
牌、高品质的产品，比如采用绿色大米为原料的，配方科
学营养全面的，加工过程层层把关的，选对婴幼儿米粉，
也可以为从源头上为宝宝找到最佳主食！另外，为了让宝
宝的主食多样化，还可挑选婴儿面条，玉米泥等丰富宝宝
的餐桌，当然也要选大品牌，品质有保障的哦!

专家解析：教你读懂“绿色大米”，远离农残重金
那究竟什么是绿色大米呢？所谓绿色大米，是获得中国绿

色食品发展中心认证为“绿色食品”，经过严格选材、生
态种植、溯源采收、精心加工的大米，实现 “从土地到
餐桌”全程质量控制，无污染、安全、优质、营养。因
此，选用绿色大米或以绿色大米为原料的米粉，在品质上
会更有保障哦！

那为何要远离农残重金呢？
一些农药、重金属残留的食品，引发严重健康危机，成人
尚且难以招架，又何况是娇嫩的宝宝。长期食用农残重金
食物，虽然不会导致急性中毒，但可能引起蓄积中毒，导
致疾病，如免疫力下降、容易过敏、诱发一些过敏性疾患
等，从而影响宝宝正常的生长发育和智力发育。因此千万
要远离，做出明智“绿色”选择。

亨氏温馨提示：
宝宝营养米粉餐，双绿标准来把关。全
新升级亨氏米粉，不仅采用绿色大米为
原料，更可追溯到产地，确保是产自绿
色基地的绿色大米。亨氏米粉产品经绿



色选种、生态种植、溯源采收和精心加工，实施“从土地
到餐桌”全程质量控制，确保米粉安全、优质、营养。 

绿色大米+绿色基地的双绿标准，代表着更高安全保障！



防范有害添加剂防范有害添加剂

宝宝食品慎挑选宝宝食品慎挑选
满眼防腐剂、着色剂、増香剂、甜味剂……“色、香、
味”俱全的食品吸引着宝宝，妈妈懊恼好难辨。过量或不
合理使用添加剂危害多多，幼嫩的宝宝
实在伤不起！肝肾发育不健全、肝脏解
毒弱，肾脏排毒差、容易累积严重危害
健康。某些添加剂过量还会导致宝宝好
动、情绪不稳定、自制力差！宝宝食
品，拒绝有害添加剂！
不过别怕，宝典带你深入浅出读懂食品
标签，让那些陌生的术语、名词不再拦路。食品添加剂，
在精明妈咪眼前无处可逃。

走进超市或是网店扫货，妈妈会发现，食品的包装和宣传
语总是花花绿绿的吸引人。可是且慢，在购买之前，你留
意它里面的添加剂了吗？

什么是食品添加剂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的规定，食品添加剂，指为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
味以及为防腐、保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食品中的人
工合成或者天然物质。 

食品添加剂有很多种，我们成人的日常饮食几乎离不开它
们。比如防腐剂，能防止腐败变质，延长食品的保存期。
还有着色剂和增香剂，增稠剂和甜味剂，让食物更香，口
感更好，让人吃了还想吃。

但是科学、合理、安全、准确地使用食物添加剂，对于婴
幼儿来说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婴幼儿的各个脏器发育不成
熟，免疫功能不健全，因此对于进入身体中有害的物质，
其血液系统的各种免疫细胞也不能完全阻止有毒物质，肝
脏解毒功能较弱，极易对食品中的
添加剂产生过敏反应。肾脏排毒的
功能也相对的弱，因此非常容易造
成非食品添加物以及过量的食品添
加剂蓄积中毒，引起血液系统、肝

33



脏、肾脏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的损害。比如宝宝食用了含有
酒石黄等人工色素的食物，就会导致情绪不稳定，烦躁，
不易入睡。还有香兰素，是一种合成香精，大剂量食用，
会导致宝宝头疼、恶心、呼吸困难。
前卫生部在2011年实施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2760-2011）》，规定6月以内婴儿配方食品、蜂蜜
等27种食品不得添加任何香精香料。妈妈在选购宝宝食
品时，一定要睁大双眼仔细阅读食品配料表，千万警惕有
问题的添加剂偷偷溜进宝宝口中。

一级警示：宝宝健康的隐形杀手
·明矾：是传统的食品改良剂和膨松剂，常用作油条、粉
丝等食品生产的添加剂。明矾含有铝离子，过量摄入会影
响宝宝身体对铁、钙的吸收，导致贫血、缺钙，甚至影响
神经系统的发育。

二级警示：宝宝健康的拦路者
·防腐剂：如苯甲酸钠、山梨酸钾、二氧化硫等，有防止
变质发酸、延长保质期的效果，常见于果酱、各种饮料、

蔬菜加工、酱油等调味品、火腿肠等。
·人工色素：如柠檬黄、焦糖色素等，让食物更好看、亮
丽，更加诱人。
·人工合成香精、甜味素： 常见于饼干、糕点、冰激
凌、果冻、糖果、香精、饮料等。
·合成抗氧化剂：包括饼干、薯片、虾片、方便食品、罐
头、腌制肉制品等。

专家支招：避开添加剂密集食物 
到超市里购物，添加剂食品比比皆是，如何避开呢？ 为
了婴幼儿的食品多样化和营养全面，在选择婴幼儿食品
时，
·不要选用颜色鲜艳诱人，香味
浓郁，特别甜腻的食品。因为一
些商人利用婴幼儿好奇的心理，
在食品制作上添加过多的化学合
成的色素，增香剂以及甜味剂来
诱惑孩子。
·尽量选择不加防腐剂的食品或



者选择利用天然食品做防腐和抗氧化的食品，选择用植物
色素来改善食物的品质产品。
·为了保证食品的安全性，在选择婴幼儿食品时一定是正
规厂家生产的各类食物，还要看食物的配料表，检查添加
的各种成分，如果配料表上没有标识或者标识不清楚就最
好不买，因为婴幼儿以及儿童食品不是一般的产品，而是
影响生存质量和保护未来劳动力的物质。

亨氏温馨提示：

亨氏集140多年优质食品制造经验，科学开发婴幼儿米粉
、奶粉、面条、佐餐泥及各种零食，满足了宝宝对主食、
水果、蔬菜、鱼类、肉类等各种营养需求。亨氏全线产品

严格遵守国家婴幼儿食品标准，不添加防腐剂、人工色素
和合成香精香料，也绝不添加任何食用胶，切实保证食品
安全，确保适合宝宝食用。



拒绝成人配方拒绝成人配方

呵护稚嫩肠胃呵护稚嫩肠胃
宝宝越长越大，慢慢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进餐啦。可是，
坐在一起，不等于可以吃一样的饭菜哦！爸妈有成人的菜
单，宝宝当然也要有自己的菜单。那些大人吃惯了的美味
菜肴，可不一定适合宝宝！
妈妈们知道吗？宝宝肠胃稚
嫩，需要特别呵护！宝宝的
一日三餐，要按照适合宝宝
的配方专门定制，那些成人
的主食、零食，不应该出现
在宝宝的餐桌哦。那么，成
人配方里究竟有哪些是宝宝
安全营养饮食的禁忌？什么
样的食物才是安全呵护宝宝稚嫩肠胃的最优选择呢？

以宝宝的主要辅食米粉为例。对于宝宝来说，婴幼儿米粉

就相当于妈妈吃的米饭，是能量的加油站喔！不过和妈妈
吃的米饭相比，宝宝的营养米粉可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大米
磨成的粉。
为了满足宝宝生长发育的需要，高品质的宝宝米粉除了以
安全优质的绿色大米为为原料，还特别强化铁、锌、钙，
科学配比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同时添加益生元组合
GOS+FOS，帮助肠胃稚嫩的宝宝消化吸收。实际上，宝宝
的营养米粉是一种安全的营养强化食品，原料安全、配方
科学，营养价值远远优于普通大米磨成的粉。
显而易见，宝宝要吃专属的营养米粉，可不是普通大米就
能满足的哦。

宝宝配方PK成人配方
随着宝宝的成长，肯定会接触越
来越多的食品，大米、面条、肉
类、果蔬、各种零食……在为宝
宝准备多样化食物的同时，切记
要确保是宝宝专属餐哦。而专属
餐需把握两个原则：

44



·一要满足宝宝营养需求。宝宝
生长发育快，每天需要大量的
铁、锌、钙及维生素等基础营养
素，因此只有特别强化营养的食
物，才能满足宝宝每日的营养需
求。
·二要适合宝宝吸收消化。宝宝
消化系统尚未发育完善，最好吃
精细切割、容易消化吸收的食
物，食物的大小、长短、粗细等性状都和成人的有所区
别。
而且，与成人食品相比，婴幼儿食品的在原料选择、营养
配比、制作工艺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而且根据宝宝不
同的年龄段，在食品中会强化了该年龄段发育所需要的营
养素。过早让宝宝尝试成人食品是不安全的哦！这也是为
什么很多高品质的婴幼儿食品，已经成为越来越多聪明妈
妈的选择，不仅省时省力，而且安全放心！

专家解析：宝宝少吃成人饭

对于宝宝稚嫩的消化系统和免疫系统来说，“成人化”的
喂养无疑是危险的。成人食品在制作中通常会习惯性添加
一些配料，比如盐、酱油、味精等调味品，还有腌制和辛
辣食品之类，都会对宝宝造成负担甚至伤害。 因为婴幼
儿的肝脏解毒能力和肾脏排泄功能都比较弱，过早的添加
调味品会加重宝宝肝肾的负担，同时可能养成宝宝挑食、
偏食的坏习惯。而且，粗糙的食物性状会加重宝宝消化系
统的负担。

成人食品在加工过程中，一方面
营养容易流失，另一方面安全卫
生条件也可能不达标，确实不适
合宝宝吃。譬如煮菜，烫的时候
维生素就流失了；又譬如做鱼
泥，要很小心才能把鱼骨头挑干
净，肉泥做的时候比较难控制火
候，煮得不熟怕有细菌，煮太熟
了肉就韧了，宝宝咬不动。而且
我们的刀、锅等餐具上面其实也



有不少宝宝难以抵抗的细菌。
这些也是为何要尽量少带宝宝外出就餐的原因。餐馆中的
菜肴，为了讲究色香味俱全，一般会放入大量烹调油、人
工合成的调味料、添加剂和增味剂，并不适合宝宝吃。偶
尔在外用餐时，最好告诉后厨少放调味料，或把菜在开水
中冲淡后再给宝宝吃。
 
亨氏温馨提示：

亨氏全线婴幼儿食品，从主食类的奶粉、米粉、面条到佐
餐类的泥糊和零食，都专门针对宝宝需求，精心研制适合
宝宝的安全配方，为爸妈把好宝宝食品安全关。从优质原

料、科学配方和先进工艺等各个环节，保证产品安全、优
质、营养，并且亲和宝宝的口味和肠道，打造全线产品安
全健康的高品质。



宝宝食材细心选宝宝食材细心选

聪明妈妈辨优劣聪明妈妈辨优劣

宝宝辅食初添加，很多妈妈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殊不

知，聪明妈妈最重要的拿手秘籍之一就

是食材甄选。美味宝宝餐，始于对安全

优质食材的精挑细选。

从最基础的大米、面粉，到蔬、果、

鱼、肉、蛋等各类食材，哪样也马虎不

得。可是，面对琳琅满目的食材，怎样

练就火眼金睛？而且新鲜的食材就等于安全吗？包装食品

又有哪些选材标准？安全宝典为妈妈答疑解惑，让妈妈轻

松选到适合宝宝的优质食材！

巴西的橙子、厄瓜多尔的香蕉、俄罗斯的鳕鱼……妈妈当

然想让宝宝吃到各地食材的精华，可是即便在海淘时代，

想为宝宝DIY一顿全球辅食大餐，也比想象中复杂哦。不

过，妈妈们只要细心研究，掌握要领，在离家不远的超市

里也能挑选到新鲜的优质食材哦！ 

·蔬果类：尽可能选购时令水果和蔬菜。它们不会存放很

长时间，相对新鲜。

·鲜肉类：选购各种生鲜鱼类、肉类，而少买加工食品如

香肠、肉饼之类。相比之下，后者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

淀粉、盐和添加剂。

·主食类：买婴幼儿专属的主食，比普通的成人主食更适

合宝宝，比如有绿色食品标志的婴儿米粉、面条等。

但是，新鲜的食材就一

定能做出安全优质的食

物吗？

从营养学角度讲，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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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当然好，营养价值高于罐头或冷冻食品，口感、味道

和品质安全更不能相比。但并非每个人都能享受亲自种植

和食用自产蔬菜的乐趣，而超市货架上的“鲜货”也可能

采摘或冷藏一段时间了。那么这种新鲜，与罐头或冷冻食

品之间的差距就不那么明显了。如果蔬果采摘后立即冷

冻，其营养还是会基本保留住，与新鲜果蔬的营养价值类

似。*

*内容来源：《营养圣经》（丽莎·哈克 达尔文·狄恩 著 

DK出版引进 中国妇女出版社）

显然，真正新鲜有安全品质保障的食材并不好找，更何况

即使是新鲜食材，如在加工过程中稍有不慎，也会导致营

养的流失和破坏，更严重者甚至有二次污染的可能。可以

说，在入口之前，食材的烹饪、加工等一揽子问题都是值

得考量的。那么，新鲜食物如何处理营养才不流失，饮食

安全有保障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出一些科学实用

的建议：

·蔬菜类加工4原则

1．先洗后切：蔬菜在水中浸泡时间过久，会导致维生素

和矿物质流失，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流水冲洗，先洗后切。

2．急火快炒：急火快炒可以减少维生素的损失。

3．开汤下菜：维生素C含量高、适合生吃的蔬菜应尽可

能凉拌生吃，或在沸水中焯1～2分钟后再拌，也可用带油

的热汤拌菜。

4．炒好即食：做好的蔬菜要尽快食用，否则营养素会随

着储存时间延长而丢失，还可能出现亚硝酸盐含量增高的

情况。

·鱼、肉类加工3要领：

1.鱼类采用蒸的方法烹调，水溶性营养素的损失会比较



少。

2.如果采用煮的方法，应该注意不要丢弃汤汁部分。因为

在煮的过程中，维生素和矿物质会溶于水中。

3.肉类经过炒、炖、焖等烹调处理后，可以使蛋白轻微变

性，更容易被吸收，但同时一些不稳定的维生素会遭到破

坏。如果采取一些保护性措施，如采用淀粉或鸡蛋挂糊上

浆处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营养素不流失。

·烹调方法三部曲

A． 宝宝的食物应该采取蒸、煮、炖、煨，不宜油炸、

烤、烙等方式。

B． 口味清淡为好，1岁以后尽可能少用或不用味精、鸡

精、色素和糖精等调味品。

C．注重花样品种交替更换，更有利于营养均衡、促进宝

宝对进食的兴趣。

而很多精明的妈妈也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了一些更加省时省

力的方法，例如可以选择一些优质的婴幼儿食品，这些食

品已经在原料筛选、营养配比、加工制作等各个环节做好

了严格把控，可以保证食材的新鲜和营养，品种也多种多

样，可以保证食物多样化。只要选对了产品，不仅轻松方

便，各种安全问题也迎刃而解了。

安全之选，尽在妈妈掌握

其实，想让宝宝即享用到全球的美味，

又能吸收到各种发育所需的营养素婴幼

儿专属的包装食品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

择，但选购的时候妈妈们一定要严查食

品“出身”，看清产品包装！这样既保

证了宝贝的健康，也解决了采购的麻烦和加工过程中造成

的营养流失、质量没有保障的问题。所以。宝典为精心为

您推荐安全婴幼儿包装食品购买四招： 

·一要仔细阅读包装上的配料表和营养素表以及百分比，



比，是否含有宝宝生长发育所需的营养，比如钙、铁、锌

及维生素等，确保宝宝吃到营养丰富的食品。

·二要仔细查看食品标签原料配料中，有没有你不想要的

成分，比如五花八门的不适于宝宝食用的添加剂。

·三要看看原料的选择标准和加工过程，是否有安全认

证。

·选择大公司的产品，因为大公司有严格的质量把关，通

过多重检测、监控等，为宝宝提供更优质、安全的食材，

让妈妈安心）

亨氏温馨提示：

作为国际知名的婴幼儿食品专家，亨氏一贯坚持：

选材上，全球精选，俄罗斯的三文鱼，巴西的橙子，内蒙

古的羊肉、新西兰的豌豆全部都是精挑细选，不仅保证了

食材的优质性，也保证了食材的安全性。同时，确保食材

品种多样化，帮助宝宝获得均衡全面的营养。。

·加工上，严格控制温度，通过蒸煮、研磨等多个工序，

最大限度保留食物的营养成分，原汁原味、纯正新鲜。

·工艺上，实行多重检测，专业把关更放心。为避免因不

含防腐剂造成无法长时保鲜，采用了全球先进的后杀菌工

艺。确保产品新鲜卫生。



自制难过杀菌关自制难过杀菌关

辅食锁鲜学问多辅食锁鲜学问多
宝宝的小嘴越来越会挑美味啦！很多新手妈妈都满心欢喜
地拿起菜谱、走进厨房，变着花样给宝宝自制起辅食。可
是，妈妈有没有想过杀菌、保鲜
等技术问题呢？
宝宝消化和免疫系统还在发育完
善中，一旦在食材、厨具、容器
和制作环节中稍有不慎，就很可
能引起腹泻等症状！自制辅食，
难过杀菌关，辅食保鲜，更是学
问多。

自制辅食是很多妈妈育儿生活中的一大大乐事，但是面对
杀菌、保鲜两大难题，妈妈可以确保自制辅食都能通过安
全关吗？可以先自问自答看看下面的问题：
你为宝宝准备专门的案板、刀具、锅碗瓢盆了吗？宝宝胃

口小，一次吃不完的辅食，你如何保存？冰箱里就不会滋
生细菌吗？
的确，自制辅食不仅要花费大量时间，而且很容易让细菌
乘虚而入，威胁到宝宝的健康。如果为了彻底杀菌，把握
不好火候，又容易造成营养成份的流失。另外，宝宝胃口
很小，辅食的制作量难以把握。如果做多了一些，宝宝吃
不了只能存在冰箱里，时间一长，不仅滋生细菌，营养元
素也就大量流失了。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自制辅食不易保鲜，宝宝外出不便携
带，容易污染，滋生细菌，也难保证食品的新鲜和营养。
因此，很多妈妈也把眼光转移向品质优良的成品辅食。这
些有品质保证的大品牌成品辅食往往对杀菌锁鲜有专业的
研究，可以帮妈妈解决自制辅食面临的棘手问题。

揭开优质成品辅食杀菌、锁鲜的秘密
一般来说，优质的成品辅食都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
把控才生产制造出来的，最大限度留住精华，做到原汁原
味、纯正新鲜。比如佐餐泥糊类食品，至少需要过5关：
1）精选全球优质原料，从源头上为食品安全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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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每款食材量身定制加工温度及时间，专业蒸煮，在
杀灭有害菌的同时，最大程度保留食材营养；
3）多级研磨，质地细腻，让宝宝安心食用
4）真空罐装，科学锁鲜，保证食品新鲜安全。
而优质的营养果汁和果泥，也是采自新鲜果蔬，过五关斩
六将，最大限度留住果蔬精华。

专家支招：宝宝外出吃什么？卫生锁鲜两不误
宝宝外出，当然要带上吃的。不过户外就餐，要注意卫生
和营养哦。自制的辅食、零食务必装在保鲜盒里，外出尽
快吃掉，以防氧化导致营养减分。如果天气热，最好把食
物装在恒温袋里，避免变质。
外出时，成品辅食的优势就凸显出来。小瓶小袋便于携
带，密封包装卫生安全，多带几样营养全面。像佐餐泥，
采用锁鲜立袋包装，营养保鲜，小巧定量，专为宝宝胃容
量设计。外出携带方便，满足宝宝维生素等营养需要。 
从口感的层面来讲，成品佐餐泥糊类食品中里没有添加食
盐、酱油等调味品，更符合宝宝生长发育需求；同时，婴
儿食品禁止使用防腐剂，瓶装及袋装的佐餐泥中也不添加

人工色素以及香精；另外，全球先进的后杀菌工艺，真空
罐装及锁鲜袋装也保证了泥糊的原汁原味、纯正新鲜。再
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都是自动化操
作，以确保产品的卫生。

亨氏温馨提示：
亨氏成品佐餐泥选择全球范围内的优质食材，为每款食材
量身订制专属的高温杀菌技术、真空的罐装及全新锁鲜袋
装，科学留住食材的新鲜美味，并且坚持不添加人工色
素、合成香精香料和防腐剂，安全、卫生、营养三重保
障！



脱骨拨刺好火候脱骨拨刺好火候

自制鱼泥有挑战自制鱼泥有挑战
半岁以后，宝宝可以逐渐开荤啦，口感好、营养丰富的鱼
肉是很多妈妈的首选！不过，自制鱼泥的过程中，问题接
二连三：鱼肉好吃刺难净、烹饪火候难把握、鱼肉研磨欠
细腻……一时愁坏了新手妈妈。 
鱼刺和火候直接关系到宝宝的安全
和营养，聪明的妈妈当然不会冒
险。想让宝宝轻松吃到无刺、营养
又美味的鱼泥，其实有省心省力的
捷径哦。

鱼肉细嫩、营养丰富且更易消化，特别是深海鱼类，非常
适宜作为宝宝的营养辅食。不过鱼泥的制作，可对妈妈提
出了不小的挑战。
挑战1：鱼肉好吃刺难净
去尽鱼刺的挑战，让很多妈妈皱起了眉头，花上半天时

间，使出各种解数，但仍难免有“漏网之刺”。不过还是
有一些小窍门的，比如妈妈可以尽量选择鱼刺相对少的鱼
开刀，（请介绍一些含刺少的鱼类。）也可以煮一锅鲜美
的鱼汤，不过鱼汤的营养可是不及鱼肉的10%。
挑战2：烹饪火候难把握
妈妈都知道给宝宝吃的东西，一定要全熟。但是鱼是最难
把握火候的食物之一。时间短了，鱼肉鲜嫩但未必全熟，
可如果蒸煮时间过长，鱼肉的口感就很糟糕，营养价值也
会大打折扣。要想做出既鲜嫩又熟透的鱼给宝宝吃，那可
真不容易。这个就没真的是要靠自己的实践经验，只可意
会不可言传了！
挑战3：鱼肉研磨欠细腻
好容易把鱼做熟了，研磨成鱼泥，也不简单。各种工具、
各种方法统统尝试了，可总
觉得鱼泥不够细腻，宝宝刚
长了两颗牙，能咀嚼碎鱼肉
吗？毕竟的宝宝的口腔还在
发育。研磨好细腻的鱼泥确
实要花费妈妈大量的时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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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力呢！ 

面对这些挑战，除了积累经验，从失败中吸取教训，难道
就没有其他捷径吗？其实妈妈们去超市逛一逛，细心甄
选，就会发现，一些婴儿辅食品牌已经为妈妈做好了密封
包装各种鱼泥食品。一些大品牌的鱼泥，去刺干净，研磨
细腻，配方科学，包装锁鲜，种类丰富，给宝宝提供美味
又安全的鱼泥。

成品鱼泥PK自制鱼泥
妈妈们要知道，专业婴幼儿食品厂家生产的鱼泥辅食，有
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首先有专业的原料采购团队，每一款原料有迹可寻，安全
有保障；
其次，通过专业实验室分析检验，为每款食材定制专属的
加工温度及时间，专业锁住营养；
最后，多重滤网，隔绝鱼骨头，多级研磨，质地细腻，适
合宝宝食用；、天然鱼肉香味，营养更全面，吸收消化更
容易哦！

专家支招：深海鱼营养价值高
成品鱼泥从营养的角度考虑，多以三文鱼等深海鱼为主要
原料。深海鱼污染较少，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和多种维生素
等营养成分，而且深海鱼体内含有丰富的DHA，有助于宝
宝神经系统和视觉发育，对外界信息反应更准确和机敏,
眼睛更明亮。

亨氏温馨提示：
亨氏鱼泥实行专业严格的原料产地管理，精选全球新鲜优
质的深海鱼类为主要原料，安全有保障；科学设计每款食
材的加工温度及时间，专业蒸煮，锁住营养；多重滤网，
隔绝鱼骨；多级研磨、质地细腻。真
空无菌罐装，不添加任何防腐剂，优
质美味有营养。不仅鱼泥，亨氏各种
佐餐泥产品都秉承了这些优秀品质，
安全、营养，让宝宝开心，妈妈放
心。



长牙期吃辅食长牙期吃辅食

安全隐患要绕行安全隐患要绕行

当宝宝开心一笑，露出若隐若现小牙根时，妈妈可知道，

宝宝已经进入到磨牙期了！口水增多，牙齿痒痒，细心的

妈妈可要为宝宝做好磨牙计划，才

能帮宝宝顺利度过长牙期哦。

磨牙棒冲在前，手指食物快跟上。

适合的磨牙食物，可以稳步提升宝

宝的咀嚼能力和消化功能。同时，

吃的安全问题也亮起红灯，千万警惕危险食物和异物卡

喉！

长牙期，宝宝的小牙床更有力了，将要萌出的小牙准备破

牙龈而出。但此时还需要一些安全的外力作用，促进牙龈

的发育，帮助牙齿的萌出。如何帮助宝宝顺利度过长牙期

呢？

step1 安全添加贵及时

在这个特殊阶段，要及时给宝宝添加辅食，尤其是一些有

硬度的适合婴幼儿的磨牙食物，如磨牙棒、蔬菜条、水果

块等，既补充营养，又锻炼宝宝的吞咽和咀嚼能力，还缓

解乳牙萌出的不适感。

step2 防止呛咳类意外

要注意防止食物导致呛咳、噎食等问

题，建议妈妈选择硬度适中、安全不

易折断的磨牙食品。比如耐磨性强的

磨牙棒，可以帮助宝宝缓解磨牙期的

不适，又不易产生锋利切面，有效避

免呛咳的危险。另外要小心磨牙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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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防噎食，部分磨牙饼干容易产生碎屑造成呛咳危险，只

有质地细腻，易溶于口的磨牙饼干，才适合宝宝，不至于

噎着。

当然，有的妈妈还会用芹菜根、黄瓜条、胡萝卜条给宝宝

当磨牙食品，但是要绝对注意食物卫生，以免影响宝宝健

康。特别提醒，当宝宝吃这些食物的时候，爸妈一定要守

在宝宝身旁，以防发生意外。

step3 安全磨牙食品大不同

宝宝在长牙期，建议还是吃专门的婴幼儿磨牙辅食。磨牙

食品的主要原理是通过磨擦宝宝的牙龈牙床，帮助乳牙发

育成长，同时缓解牙龈痛痒，强健牙床。只有经过严格的

工艺处理，硬度适中，既适度摩擦牙龈牙床，又避免意外

伤害的磨牙食品，才是宝宝的安全选择。 

同时，高品质的磨牙食品，根据宝宝成长的需要，在保证

营养平衡的同时，还考虑到食物的硬度、柔韧性和松脆

性，为口腔肌肉和舌头提供各种不同的刺激，促使宝宝咀

嚼能力的充分发育。

专家支招：培养宝宝的咀嚼能力

宝宝生下来后，只会吸吮乳汁，还不会咀嚼。直到开始吃

辅食后，宝宝的咀嚼功能才开始准备，并通过及时的辅食

添加，逐步学会。咀嚼需要妈妈为宝宝提供合适安全的条

件，经过反复训练才能学会。

而正确的咀嚼方法，对宝宝的

下颌骨和面部肌肉的发育至关

重要，为将来顺利过度到成人

餐奠定基础。锻炼咀嚼能力，

还有助于宝宝的身心发育和语

言能力的发展。



各阶段辅食推荐

亨氏温馨提示：
亨氏辅食不仅帮助小宝宝完成从液体到固体食物的过度，
还为宝宝安全度过长牙期想到更多：
1.亨氏粒粒面选材精良，切割精细，口感柔缓细嫩，有效
帮助锻炼宝宝的咀嚼、吞咽能力。
2.亨氏磨牙棒硬度适中，安全不易断裂，避免发生呛咳危
险。

        月 龄       辅食特点         辅食推荐

辅食添加初期 半流质  米粉、蔬菜汁/泥、
                                                              蛋黄泥、果汁

6～9个月  黏稠、粗颗粒 菜泥、豆腐碎、碎果粒、
                                                              面包片、小饼干、颗粒面

10～12个月  软烂、小碎块 面条、薄皮大馅饺子、
                                                              鱼粥、肉末、蔬菜

12个月以上  易消化的               水饺、馄饨、米饭、
                               固体食物              纤维不太多的成人食物（少盐）
                              

亨氏携手张思莱倾力打造宝宝食品安全宝典，

特别鸣谢《美好妈咪》在内容编辑上的支持。

http://cereal.heinz.com.cn/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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