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市场上一
款名为“豆本豆”的豆
奶产品因高蛋白、天
然无添加等特点备受
消费者的喜爱，成为
早餐新选择。就此，
笔者前往近日在福建
泉州举办的中国营养
师前景规划研讨会，
向中国营养学会名誉
理事长葛可佑、中国
营养学会副理事长马
冠生、中国保健协会
食物营养与安全专业
委员会会长孙树侠等
与会的多位著名营养
专家，进行了豆奶及豆
本豆产品的营养咨询。

豆奶富含人体每天所
需营养

据笔者了解，风靡早餐
市场的“豆本豆豆奶”，有原
味、有机和纯豆奶三种产
品，植物蛋白分别达到了
3.0g/100ml、 3.6g/100ml
和 4.0g/100ml。对此，笔
者特地向与会专家咨询关
于动植物蛋白的区别。中
国营养学会名誉理事长葛
可佑表示：蛋白质是人体所
必需的营养元素，动植物蛋
白要均衡摄入。

此外，有专家表示大豆
及大豆制品是摄取植物蛋
白很好的来源，其有着丰富
的优质蛋白、不饱和脂肪
酸，以及8种必须氨基酸等
人体必需营养素。

豆奶无乳糖易吸收
全民适宜

我们知道牛奶中含有乳

糖，而有些人体内没有乳糖
酶，无法消化吸收牛奶营
养。

对此，中国保健协会食
物营养与安全专业委员会
会长孙树侠表示：对于乳糖
不耐受的人群，牛奶中的乳
糖容易给他们造成乳糖不
适。相较而言，豆奶的营养
与牛奶近似，还能避免一些
人群乳糖不耐受的问题，这
是豆奶的优势。

那豆本豆豆奶这款产
品更适合哪些人饮用呢？
笔者走访了解放军309医
院营养科主任医师左小霞，
左主任表示大部分人都适
合喝豆奶。豆奶富含优质
植物蛋白，不含胆固醇，对
我们整体的健康都是有益
的。而且如果能够买到有
机豆奶还是比较好的。

早餐喝豆奶
营养又健康

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
长马冠生在会上提及《中国
居民膳食宝塔（2016）》，其
建议每人每天大豆和坚果
应摄入25~35g。这正相当
于1至2瓶“豆本豆豆奶”的
蛋白质含量。其实很多人
日常都忽视了植物蛋白的
摄入，尤其早晨这个营养摄
入的重要时段，早餐的营养
价值非常重要，如“豆本豆
豆奶”这样可以常温保存的
豆奶产品，就成了人们在早
餐时方便快速摄取植物蛋
白的一个不错的选择。

豆奶或成今后早餐新
选择

健康饮食依然是未来
国民营养的重点，像“豆本
豆豆奶”这样只用大豆和水

的产品的出现正是顺应了
国民营养的需求环境。它
甚至针对不同消费者，推出
了有机、原味和无糖的三种
豆奶，其中豆本豆有机豆奶
更是获得国家权威有机认
证的高端豆奶。

相信随着大众消费者
逐渐对豆奶认知的提升，在
即将到来的全民营养的时
代，为补充营养、均衡营养，
会有更多人在日常尤其在
早餐时选择“豆本豆豆奶”。

豆奶：纯植物蛋白，更适合全家人早餐的营养

□记者 田园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
2017 年河南省政府计划购买
1100个基层公共管理和社会服
务岗位，用于吸纳安置高校毕业
生就业，全省集中报名时间为8
月3日至8月5日。

据了解，此次政府计划购买
基层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岗位
1100个，吸纳高校毕业生到乡
镇、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委员
会、行政村（以下统称基层单位）
的教育、卫生、劳动就业、社会保

障、社会救助、住房保障等基层
岗位就业。招募对象为：2017年
应届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含专
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以及离
校未就业的2015届、2016届普
通高等学校毕业生。

本次考试实行现场报名，报
名时间为：8月3日~8月5日每
天8：00~12：00，14：00~18：00，
报名地点为毕业生所报服务地
省辖市、省直管县（市）“政府购
岗”办公室。有条件的省辖市、
省直管县（市）可实行网上报名。

考试包括笔试和面试，9月
23日为全省统一面试时间。基

层岗位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的
签订期限一般为1年。合同期满
后，根据年度考核、岗位供求和
工作需要，与用人单位协商一
致，经省直管县（市）或市属县
（市区）人社部门确认，可以续签
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

另外，基本工资标准为：专科
生不低于1750元/月、本科生不
低于1850元/月、研究生不低于
1950元/月，并随最低工资标准
的调整而调整。工龄工资标准从

“政府购岗”人员在基层岗位连续
工作满1年算起，每增加1年工作
时间，增加100元工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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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第一书记 大河爱心助学

□记者 田园

本报讯 今天起，2017年
大河报联合宇通客车的助学活
动正式开始。继续面向全省公
开征集优秀贫困大学新生，每人
资助5000元。

一年一度爱心助学活动再
次起航，作为宇通三大公益平台
之一“展翅计划”的重要组成部
分，“金秋助学”已连续开展十一
年，为1300余名怀揣梦想的学子
走进大学校园提供支持。

去年7月，大河报联合宇通
客车的爱心助学活动启动后，短
短一个月时间，求助信息不断。
大河报记者与宇通客车志愿者
走遍河南的山山水水，从被暴雨
侵袭过的安阳县到西峡伏牛山
区，走过泥泞、深入山林，走访品
学兼优的寒门学子，聆听他们背
后感人励志的青春故事。

“感谢爱心企业对我的帮
助，将来我进入社会后，一定会
用自己的行动帮助更多的人。”

被郑州大学录取的西峡男孩小
陈说，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
看着一贫如洗的家，他曾动过放
弃上大学的念头。大河报与宇
通客车对他的帮助，让他走出困
境，勇敢接受生活的挑战。

今天起，大河报联合宇通客
车所举办的爱心助学活动再度
起航，与去年不同的是，除了接
受社会人员报名，还将为全省驻
村第一书记开放绿色通道，请第
一书记推荐身边优秀的寒门学
子，以助其圆大学梦。

哪些人群可以被资助呢？
今年，受资助贫困生的主要条件
包括：家庭经济困难，无力支付
学费或无基本生活保障，在今年
统一高考中，本科一批、二批录
取的大学生，都属于资助对象
（不含免学费专业，原则上不与
其他公益活动重复资助同一名
学子）。此外，品学兼优的残疾
学生、低保家庭子女及有其他受
灾、大病等困难情况的家庭的子
女优先。

大河报联合宇通客车
启动爱心助学活动

□记者 梁新翠

本报讯 7 月 22 日，
2017年河南省大学生志愿服
务西部计划出征仪式在郑州
火车站举行。随后，418名志
愿者将陆续踏上开往新疆、
西藏等西部地区的列车，开
启新生活。

7月22日晚，郑州火车
站第8候车厅内，头戴小红
帽、身穿绿色上衣的年轻人
随处可见，他们就是参加
2017年河南省大学生志愿服
务西部计划的志愿者们。共
青团河南省委、河南省大学
生志愿服务计划项目管理办
公室专门在候车厅内为这些
即将奔赴西部地区的志愿者
们举办了一场出征仪式。

“好儿女，奋斗在四方，
让青春之花开在西部的广阔
土地上。”这是志愿者们共同
的心声。临行前，志愿者们
用年轻人的方式表达着对彼
此的感情。7月22日晚8时，
所有的志愿者收拾行囊出发
了。他们将登上开往新疆去
的K175次列车，开始1年至
2年的志愿生活。赴西藏的
志 愿 者 们 将 于 次 日 搭 乘
Z165次列车启程。

据共青团河南省委工作
人员介绍，2017年河南省大
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贫

困县计划4月份启动以来，我
省共有4300名大学毕业生
报名参加，经过严格选拔，
651名大学生志愿者脱颖而
出。其中，261名大学生志愿
者将赴新疆，81名志愿者将
赴西藏，20名志愿者将赴宁
夏、贵州，200名志愿者将到
兰考、滑县等贫困县开展支
农、支教、支医等志愿服务工
作，33名志愿者到河南基层
团县委开展基层青年工作。
根据项目的不同，他们将分
别享受生活补贴、考研加分、
研究生免试入学、考公务员
享受服务基层项目人员优惠
政策等待遇。

据统计，自 2003 年以
来，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
划、大学生志愿服务贫困县
计划相继启动，河南已经选
派5489名大学生志愿者，奔
赴新疆、西藏、陕西、贵州、四
川、云南等西部地区。3397
名志愿者到我省贫困地区开
展服务，我省有超过40%的
西部计划志愿者选择留在了
西部，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做出贡献。

全省驻村第一书记可以推荐身边优秀寒门学子

7月24日至8月14日，可
联系我们报名。报名主要采
取他人推荐的方式，自荐者需
有其他推荐人的证明，推荐人
可以是被推荐人的邻居、老
师、朋友，以及其他了解被推
荐人情况的人及机构。

获得助学资格的学生须
提供：身份证、入学通知书复
印件以及由民政部门出具的
贫困证明。报名者可登录宇
通 官 方 网 站 ：www.yutong.
com（左下角新闻中心）下载
报名表，依要求填写表格后，
将表格发送至 ytgqt@yutong.
com，也 可 拨 打 报 名 电 话 ：
0371-66718488。

大河报面向全省驻村第
一书记开通爱心助学服务
专 线 电 话 0371-65795662、
17752506508（工 作 日 9:00~
12:00，15:00~18:00）接 受 咨
询。

2017年省政府计划购买基层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

走！开启西部生活
河南418名西部计划大学生志愿者踏上征程

1100个岗位等你来报名

相关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