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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好市容“三字经”过个“干净整洁年”

为让市民过一个干净、整洁、清爽的春节，九龙镇重点抓
好年前和节中清理清运、清扫保洁、巡查值守，念好清、扫、守

“三字经”。
一“清”，年前清理卫生死角。组织全镇“打阳尘”、清死角，

开展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以老旧小区、农转非小区、主次干道

等为重点，集中清理卫生死角、暴露垃圾、乱堆放、路面油污等。
二“扫”，节中抓好清扫保洁。根据各清洁公司分工，落

实值班管理人员16名，按照普扫和保洁管理作业标准及洒
水冲洗管理作业标准，加强所属责任区清扫保洁、定期冲洗。

三“守”，守好城区市容秩序。落实城管中队值班人员加
强巡查值守，监管好化粪池等重点设施、巴国城等重要节点，
抓好烟花禁放等重点工作。 （城管办 张洋、肖飞）

重庆晚报讯 （上游新闻记者
何浩 摄影报道）“卖汤圆，卖汤圆，
小二哥的汤圆是圆又圆……”为迎接
元宵节，昨天下午，渝中区人和街社区
的老街坊们在社区文化走廊一起包汤
圆、包饺子、做桂花糕。伴随着欢快的
《卖汤圆》序曲，现场老人小孩齐上阵，
一边汤圆皮打窝放馅，搓汤圆、煮汤圆
一气呵成。

芝麻花生馅儿、红糖馅儿、鲜肉
馅儿……记者在现场看到，包汤圆
的李娴淑阿姨忙得不亦乐乎，不仅
自己包得又快又好，她不时还给旁
边的街坊邻居传授手艺。最可爱的
是8岁的小孙子嘉嘉，跟着奶奶学
得有模有样，包好后还和小伙伴炫
耀自己的成果。“明天是元宵节，社
区里的餐饮店为街坊邻居们买来汤
圆粉、饺子皮和各种馅料，请大家一
起包汤圆，感受一下过年的氛围。”
人和街社区负责人陆远秀告诉记
者，考虑到社区里还有来自北方的
朋友，我们汤圆、饺子都一起包，大
家一起过一个热热闹闹的元宵节。

“看倒，才出锅的汤圆饺子又来
啰！”一边包得起劲，一边吃得有味，
小朋友们更是争先恐后。“好久没有
这么热闹了，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
老重庆巷子里的街坊过年一起包汤
圆、吃汤圆。”社区老居民张德华笑
着告诉记者，过年就是这个年味，你
看这些小孩平时家里煮好不爱吃，
在这里嘴馋，争着、吵着要吃。

怎样做出美味的汤圆？
山城小汤圆传承人告诉你诀窍

今日元宵
？？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患者

怎么吃汤圆怎么吃汤圆

今天
就是元宵佳节，

作为元宵节的主要
食品——汤圆，一向被
人们赋予了“团团圆圆”的
美誉，无论是汤圆糯米粉高
糖的外表还是高糖高脂的汤
圆馅儿，对于糖尿病来说，都
是难以逾越的高山，搞不好
血糖就要蹭蹭蹭的往上窜，
于是，糖尿病人开始犯迷
糊了：这汤圆到底吃不
吃？有啥需要注意的地
方？对此，重庆大学附
属肿瘤医院内分泌肾
病内科医生提醒，
对于血糖控制较
好的患者，可以
加餐形式食用
2~3 个 汤
圆；而市面
上的无糖
汤圆，多
是噱头，
糖 尿病
患者也
不能大
快朵颐。

血糖控得好可食用2~3个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内分泌肾病内
科主任吴绮楠介绍，对于那些想吃又不敢
吃的糖尿病人，只要注意好了以下几点，适
当的吃一点汤圆，还是可以的。

首先，那些本身有良好的血糖监测习
惯，血糖控制情况还比较好也比较稳定的
患者，选择在两餐之间以加餐的形式食用
2~3个包馅汤圆或者20~30克不包馅汤
圆，不要把汤圆作为主食。吃完汤圆后，最

好有一个小小的餐后运动，如散步，做家务
等。这样，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既满足了
愿望，也避免了引起血糖大的波动，可谓两
全其美。

对于那些血糖暂时离达标范围比较远
的患者，如空腹血糖>9毫摩尔/升，餐后血
糖>13毫摩尔/升的患者来说，为了不让血
糖坐过山车，建议还是先把血糖达标这个
小目标实现了来再说吧。

主餐吃汤圆减少其他摄入

其次，如果确实想在主食时间吃汤圆，

咋办？既然吃了汤圆，那么就一定得减少
其他的摄入作为补偿。比如，吃2~3个包
馅汤圆或者20~30克不包馅汤圆就相当
于半小碗米饭，同时，增加富含膳食纤维蔬
菜如绿色叶菜，魔芋等的摄入，倾向于进食
升糖指数较低的食物如黄瓜、花椰菜等，避
免再进食其他淀粉类食品和油腻食品，控
制摄入食品的总热量。

吃完饭后，略做休息，然后进行一些中
等强度的运动，如慢跑、快走等，保持能量
的摄入和支出达到动态的平衡，这样的控
糖，就是一门完美的艺术。

市面上无糖汤圆不能多吃

最后，现在市面上宣扬的“无糖”汤圆，
真的能让糖尿病患者大快朵颐？其实不
然，对于什么汤圆，饼干，月饼等由大量面
粉或米粉制作的食品来说，无糖真的就是
个噱头，最大的真相就仅仅是无蔗糖而已，
这些食品本身就是满满的卡路里。要是想
当然没有节制的大吃一通，严重者可能会
导致糖尿病急性并发症如酮症酸中毒等。

因此，所谓的无糖汤圆也是不能多吃
的。大量的研究显示，为了无糖而使用甜
味剂（如糖精、甜叶菊、木糖醇、阿斯巴甜
等）来满足人们口感的需求，很多时候不仅
达不到控制血糖的目的，同时还可能通过
影响人体肠道菌群失调、大脑摄食中枢功
能紊乱、胰岛素抵抗导致体重增加、肥胖、
糖尿病、高血压及心脏疾病风险增加。所
以，一看到“无糖”两字，咱们反而应该更悠
着点。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朱婷 通
讯员 程风敏 熊志翔

▶做桂花糕也
吸引人

◀ 饺 子
汤 圆 一
起包，热
热 闹 闹
过元宵。

▲自己包的汤
圆就是好吃

山城小汤圆是重庆的名小吃，究竟
怎样做美味的汤圆？

记者昨天特意采访了渝中区非物质
文化遗产“余记山城小汤圆”的传承人余
兆放，他坦言，汤圆不是什么技术含量很
高的活儿，祖辈传的技艺其实就是选料。

选料
“现在汤圆有很多馅儿，但是重庆

人最爱吃的还是传统的黑芝麻猪油馅
儿心。”余兆放说，猪油要二指厚的正
边，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色度最好，江
西的黑芝麻油性和香性为佳，而对于汤
圆皮，则选择产自江浙的圆头糯，白砂
糖一定要磨成粉状，“这样融化快，口感
才好。”

馅心
一个汤圆馅心，32%的猪油，包括

27%的生油和5%的熟油。生油提香，熟
油让煮好的汤圆馅心滋润且有流动
感。余兆放介绍，将猪油、白砂糖粉、黑
芝麻粉按一定比例拌匀，平整成块状
后，再切成片状。然后，每一片均匀撒
上核桃粒，再切成小方块。“记得核桃要
汆水，去皮，用四成油温酥香，碾碎。”

皮馅比
“山城小汤圆个头不大，我们的标

准是馅儿5克，皮10克。”余兆放告诉记
者，这个比例的汤圆大小适中，口感最
好。

烹煮
煮汤圆也有诀窍，很多人煮汤圆容

易煮破，或者外边熟里面未熟。“煮汤圆
一定要沸水下锅，火不宜太大，当汤圆
浮上来后，加一次冷水，如此反复两次，
俗称两起两落，这样煮出来的才是正宗
的山城小汤圆。”余兆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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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19042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9年2月18日

基本号码
02 19 08 01 12 09 03

特别号码
04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公告
第2019018期

7368392285.4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19018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3 18 19 26 34+06 12

奖 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中奖注数
2注
1注
84注
15注
640注
271注

每注奖金
10000000元
6000000元
125429元
75257元
5652元
3391元

应派奖金合计
20000000元
6000000元
10536036元
1128855元
3617280元
918961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1904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2 8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1904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2 8 2 9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19026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2 1 1 0 2 1 0 0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19021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3 3 3 3 3 1 1 3 1 3 1 1 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19021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3 3 3 3 3 1 1 3 1 3 1 1 0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9年2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