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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热风 JIANKANGREFENG

消 化漫谈 XIAOHUAMANTAN

近日，美国发布了最新版的美
国膳食指南。

其中关键建议有4条：在人生
的每个阶段都要采纳健康的膳食模
式；按你的个人喜好、文化传统和
经济能力，来灵活安排健康的食物
选择，享用营养素密度高的食物和
饮品；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用营养
素密度高的食物和饮品来满足对各
类食物的需求，但又不会超过热量
限制上；限制含有过多添加糖、饱
和脂肪、过多钠的食物和饮料，限
制含酒精饮料。

这个膳食指南中的很多说法，
和人们日常对健康饮食的理解不太
一样——对营养问题，一些公众以
为当然的认知需要修正。

错误认知一：孩子还小，爱吃
什么就吃什么，给他讲营养知识也
不懂，长大再学就可以了。

美国新膳食指南提出，除了前
6个月提倡纯母乳喂养，健康膳食
模式要从婴幼儿添加辅食时开始，
并持续一生。一个人从胎儿期到长
成年，从年轻到老年，每一个阶段
的身体状况都受到饮食营养的影
响。你发育成什么样子，是体质强
健还是身体孱弱，容易有什么不舒
服，将来老了是否容易患上慢性病
和癌症，一切都与你的生活方式有
关。

很多人认为，我还年轻，距离
各种慢性病远着呢，想怎么任性就
怎么任性，等到中年之后再注意。
这也是错误的观念。很多在中老年
发生的慢性疾病，风险很可能是从
早年开始潜伏下来的，只不过是后
半生才表现出来而已。虽然遗传有
很大的作用，但在基因无法改变的
前提下，你只能通过长期健康生活
来提升活力，降低疾病风险。

该指南中有这样一句名言：健
康饮食，什么时候开始都不嫌早，
什么时候开始都不过晚。也就是
说，最好是从一出生开始，但即便
以前没有相关知识，做得不够理
想，从现在开始努力，也还是能够
亡羊补牢，比一直放任自流要好得
多。

错误认知二：只有吃蔬菜沙拉
和全麦面包才是健康饮食。

指南指出，由于人们的民族地
区、文化传统、收入水平和口味喜
好都不一样，没有必要都吃同一个
健康食谱。只要掌握健康膳食模式
的基本要求，营养合理的食物可以
使用不同的食材，做成不同的口
味，不同的风格。只要各类食物的
数量比例合理，总能量不超标，健
康饮食可以做成美国版、欧洲版，
也可以做成南亚版、中国版。

这份指南的一个特色，就是给
所有年龄的美国人推荐了一个健康
的美国膳食模式。从2岁到成年，
各类人都有一个健康饮食的框架。
其中规定了谷物吃多少，肉蛋吃多
少，水产吃多少，奶类吃多少，蔬
果吃多少等等，类似于中国的膳食
宝塔。在每一类食物当中，都要尽

量选择营养素密度高的产品，注意
控制饱和脂肪、糖和盐的量，但并
不规定你必须吃哪种蔬菜、水果，
或者哪种谷物、坚果。

错误认知三：健康饮食就是很
多食物不能吃，三餐都要有饥饿
感。

指南强调要把注意力放在吃高
营养素密度的食品上。说到健康饮
食，不要总想什么东西不能吃，而
要多想想如何把那些健康的食材吃
够，吃对比例。吃足了该吃的食
物，自然就不会执着于那些不该吃
的东西了。

指南指出，谷物、蔬菜、水
果、奶类和其他蛋白质食物，包括
瘦肉、鱼虾、坚果和豆制品都要
吃。只要优先挑选脂肪、糖、盐含
量低的品种，并注意食材多样化就
可以了。如果你吃那些天然状态的
全谷杂粮、蔬菜水果、鱼肉蛋奶，
既不放很多糖，也不放很多油，吃
那些比较瘦的肉，喝那些没加糖、
脂肪含量也不多的牛奶豆浆，而且
每天还有足够的运动，那么你就不
太可能会吃过量而发胖。吃高营养
素密度的食材，身体得到足够的营
养，它就会感觉到满足和愉快，无
须每天和食欲作斗争、和饥饿作斗
争。

错误认知四：饮食不合理，只
要补一些维生素矿物质片就好了。

历次的美国膳食指南，以及中
国和其他国家的膳食指南，都强调
要用健康的饮食来满足人体需求。
无论多么齐全的复合营养素补充
剂，也不能替代搭配合理的天然食
物对人体的健康作用。

不过，新指南提倡人们关注维
生素D是否摄入充足的问题。婴儿
出生之后即可补充维生素D，日照
时间（阳光直接接触未涂抹防晒霜

的裸露皮肤）不足的成年人也可以
补充维生素D。这是因为大部分食
物中的维生素D含量很低，而富含
维生素D的食物同时含有较多饱和
脂肪和胆固醇，无法大量摄取。日
照才是最主要的维生素D的来源，
而现代人类在阳光下裸露皮肤的时
间严重不足，或者使用防晒产品严
重阻碍维生素D生成，极易出现维
生素D不足的情况。这次新冠肺炎
疫情已经表明，缺乏维生素D会增
加病毒感染入院乃至重症的风险。

错误认知五：牛奶不健康，可
以用植物奶来替代。

该指南肯定奶类仍然是值得重
视的营养来源，建议健康成年人每
天摄入3杯牛奶 （包括酸奶）。要
优先选择低脂或脱脂的品种，还要
尽量控制加盐（比如奶酪）、加糖
（比如含乳甜点、冰激凌和高糖酸
奶）的产品。同时，该指南鼓励学
龄儿童每天喝脱脂或低脂的牛奶，
或者喝酸奶，不要喝甜饮料。也就
是说，用低脂奶类替代甜饮料每天
喝两杯，对青少年的健康发育更有
帮助。

另外，强化了钙和多种维生素
的豆奶 （豆浆产品） 可以替代牛
奶，而没有营养强化的豆浆中，钙
含量很低，也没有维生素A和维
生素D，与牛奶的成分差异较大。
其他市售植物奶（比如大米乳、燕
麦乳、杏仁奶、椰子奶、花生乳之
类）的营养价值更低，不能替代牛
奶的营养作用。

错误认知六：罐头蔬果和冷冻
蔬果都是营养垃圾。

在2015版的美国膳食指南中
就提到，罐头蔬果和冷冻蔬果仍然
具有营养价值，可以部分替代新鲜
蔬菜作为营养来源，这次又重复了
相似的意见。

蔬果的营养价值，不仅仅在于提
供维生素C，其中含有的钾、镁等矿
物质，类胡萝卜素，维生素K，膳食
纤维，并不会因为冷冻和罐藏工艺受
到明显损失，而其中的抗氧化物质也
有很多保留。特别是冷冻蔬果，保留
程度更高。所以，家里可以备一些冷
冻的甜豌豆、甜玉米粒、豆角、蘑菇
等蔬菜，以及罐头蘑菇、罐头番茄、
罐头竹笋、罐头玉米笋等，都是可以
作为日常配菜的。它们对于增加膳食
纤维供应仍有帮助，而我国居民的膳
食纤维摄入量是严重不足的。

错误认知七：孕妇不能多吃全谷
物。

指南中明确指出，孕妇和哺乳期
妈妈都要和其他人一样，每天的谷物
摄入中要有一半来自全谷物，这对她
们获得胎儿生长或正常泌乳所需的充
足营养有帮助。没有任何文字提到吃
什么谷物会导致滑胎或回奶。由于孕
期和哺乳期需要比孕前女性更多的营
养素供应，所以她们需要更加注重食
物的营养素密度，避免过多的糖、
盐、饱和脂肪等成分，以免带来孕期
和哺乳期体重过多增加的问题。

错误认八：孩子就得吃点甜味零
食，喝点甜味饮料。

指南特别强调，控糖、控盐、控
饱和脂肪的健康饮食模式必须从小
培养。2岁以内的宝宝不能吃任何
添加糖的食物。即便是 2岁以上的
儿童，也不建议喝任何甜饮料，即
便100%的水果汁也不能多喝。对发
育期青少年来说每天最多不能超过
300ml。孩子们最好只以水果和水
果干作为食物的甜味来源。所以，
如果以前你所听到的说法不科学的
话，赶紧趁着这个机会，更新一下
自己的营养观念吧。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
营养与食品安全系副教授）

你的营养认知错了吗？
范志红

吃一点就饱，这种病人在门诊经
常碰到，这在医学上称为“早饱”。患者
再进食多一点点就上腹胀闷不适了，
甚至上腹胀痛、堵塞，只能少量进食。
早饱常见于各种慢性胃病，尤其常见
于功能性消化不良，另外在肝、胆、胰
疾病以及一些全身性疾病如糖尿病胃
轻瘫也可有此表现。

胃，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口袋，这
个口袋的肌肉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其
在饭前饭后的体积和大小明显不同，
但胃本身的容量基本上恒定在一定的
范围。一般来说，人在空腹时，胃容量
有 100ml，饱餐一顿之后可以达到
1200～1600ml，但经过一系列消化
处理，胃容量又会恢复到空腹状态。你
吃一点点就饱了，并不是胃变小了，胃
的大小还是这样。

引起早饱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消化不良。参与消化的脏器有很

多，胃肠肝胆胰都是重要消化器官，会
影响消化功能，当消化不良时就会发
生早饱。

慢性胃炎患者或因胃酸、胃蛋白
酶分泌减少，或因胃动力不足，就会影
响胃的功能从而使消化不良。肝、胰会
分泌多种消化酶及胆汁参与食物在肠
道内的消化，当肝、胰病变时消化酶、
胆汁分泌不足，影响消化功能。功能性
消化不良虽然无器质性病变，但也存
在消化酶分泌不足和胃动力障碍的可
能，因功能性消化不良与心理因素有
很大关系，当情绪不良时就会影响肝
胆胰胃等分泌消化酶和胆汁并且会影
响胃的动力。全身性疾病时，也会影响
到消化器官的功能，使胃酸、消化酶分
泌不足而影响消化功能。

胃动力减退。胃蠕动减弱时，会影
响食物在胃内研磨搅拌，影响食物分
解消化；胃内食物排空减缓，胃内食物
潴留。

不仅仅各种胃病，其他脏器及全
身性疾病，功能性消化不良都有可能
引发胃动力障碍而发生早饱。糖尿病
长期血糖增高，会引起植物神经功能
紊乱，胃动力不足，胃排空延迟而导致

胃潴留，患者上腹胀闷、早饱。
胃底对食物的容受性舒张

功能下降。进食后胃底可舒张来
容纳食物，如这个功能下降就会
出现少量进食后即饱腹感，使胃纳减
退。各种慢性胃炎、功能性消化不良者
胃底舒张功能会减退。

内脏敏感性增高，又称内脏感觉
过敏。通俗讲就是胃对各种刺激如冷、
热、酸、辣、膨胀等等特别敏感，如某种
刺激程度，正常人对此没有什么反应
或只轻微短暂不适，而内脏敏感性增
高者会发生强烈不适感，甚至难以忍
受，持续难以消除，明显影响生活质
量。内脏敏感性增高与心理因素有很
大关系，是由于长时间心理不良引起
胃肠植物神经功能失调之故。

饱腹阈值下降。主要见于功能性
消化不良、神经性厌食等等。饱腹是一
个复杂的身体感知过程，不仅受胃部
食物多少的影响，跟心理暗示有一定
的关系，更受到头部下丘脑神经的影
响，这个部位会向你发送饱腹的信号。

社会心理因素。如个性异常、焦虑、
抑郁、恐惧、疑病、社会关系紧张，甚至疲
劳等等都会影响消化功能及胃动力，并
会引起支配内脏的植物神经系统的功能
紊乱而导致内脏敏感性增高，这一系列
都会引起早饱。

总之，早饱的原因很多，在不同疾病
中其主要原因有所不同；在不同的人中
侧重点也不一样，这要具体分析每个患
者的情况而定。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主任医
师 王伯军）

“早饱”有原因

健 康潮 JIANKANGCHAO

在各类消毒剂中，酒精的能力
不容小觑。不过，很多人都有一个
关于酒精的认知误区，那就是“酒
精浓度越高，消毒效果越好”。其
实，消毒用酒精的浓度应该在
70%~75%之间，酒精浓度过高，
反而不利于酒精向病原体内部渗
透，达不到消毒作用。

用酒精消毒，最突出的优势就
在于它对多种病原体有效。根据疾
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酒精对
大多数革兰氏阳性和革兰氏阴性细
菌有效，还包括耐多药病原体、艾
滋病毒、流感病毒、牛痘、乙肝和
丙肝病毒等。实验显示，酒精在预
防季节性流感、H1N1和其他基于
病毒和细菌的疾病非常有效。

酒精浓度过高会影响其渗透
性。蛋白质变性是酒精抗击微生物
的主要起效方式。酒精会让病原体
蛋白质的空间结构发生改变，发生
不可逆的变性、凝固，导致结构蛋白
和功能蛋白都丧失活性，从而令病
原微生物遭受严重破坏。同时，酒精
还能破坏细菌的细胞壁。酒精有较
强的渗透作用，而且在浓度为60%
~80%时，这种渗透作用最好，可以
进入病原体体内，破坏病原体的完
整性，导致病原体裂解。但是，当浓
度达到90%时，酒精的消毒效力反
倒会降低。这是因为，太高浓度的酒
精会使病原微生物外表面的蛋白质
较快凝固，在病原微生物表面形成

一层保护壳，阻碍酒精进一步进入微
生物内部，无法有效发挥酒精的消毒
能力。此外，酒精还能干扰微生物的酶
系统。酶是各类生物正常生理活动和
代谢必不可少的催化剂。研究表明，乙
醇可以通过对病原体酶系统的直接影
响，干扰病原体代谢。

酒精的不同浓度决定了它发挥作
用的场合。医院常用的酒精包括
75%和 95%两个浓度，平常消毒用
酒精即75%浓度，常用于皮肤和医
疗器械的消毒。值得注意的是，酒精
具有一定的刺激性，不可用于黏膜和
大创面的消毒。95%酒精常用作燃
料，见于各种酒精灯、酒精炉，也可
用于病理组织切片的固定和脱水步
骤。此外，40%~50%的酒精可用于
预防褥疮。长期卧床的患者由于局部
组织长期受压，局部组织持续缺血、
缺氧、营养不良，容易发生褥疮，褥
疮一旦形成，很难愈合。翻身擦洗时
利用酒精可以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有
利于预防褥疮发生。酒精还有蒸发散
热、促进血管扩张的作用，因此
20%~50%的酒精常用于物理退热。

需要强调一点，白酒不能替代医
用酒精。绝大多数白酒的酒精浓度大
致在20%~65%，而用于消毒用的医
用酒精推荐浓度是70%~75%。白酒
达不到医用酒精杀灭微生物的效果，
但是在没有酒精的情况，白酒可以用
作消毒的应急处理。

（北京大学药学院 吴一波）

酒精消毒并非浓度越高越好

虽然人体衰老的过程是不可避
免的，不过，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一
些方式来对抗衰老，比如科学饮
食。用吃进去的食物来改变体内的
营养状况，然后通过外在表现出
来，才是最好的。所以，想要延缓
衰老，希望朋友们从现在开始注重
合理营养，有意识地摄入一些具有
抗氧化、抗衰老的食物，比如新鲜
的水果。

新鲜的水果中含有丰富的胡萝
卜素、维生素C和维生素E。胡萝
卜素是抗衰老的明星营养素，能保
持人体组织或器官外层组织的健
康；而维生素C和维生素E可延缓
细胞因氧化所产生的老化。此外，
水果普遍含有膳食纤维，具有促进
胃肠蠕动和代谢废物排出，防便秘
的功效。因此，适当吃水果对于保
持机体健康、防衰老是有好处的。

不过大家要注意，吃水果，
“适量”很重要。由于网络上流传
各种吃水果减肥、美容等说法，一
些朋友深信不疑，常常大量、超量
吃水果，甚至用水果代餐吃。殊不
知，这样就进入了另一种误区，因
为水果吃得太多，会让人老得更
快。

诚然，不吃水果，对人体是一大
损失，但是“唯水果论”，甚至把水
果当饭吃，同样会带来麻烦。

首先，如果只吃水果，其他食物
吃得少，会缺乏蛋白质和脂肪酸。这
样的人，往往不耐饿，常有强烈的饥
饿感，进而进食更多，导致越吃越
胖。不仅如此，如果长期这样吃，容
易出现必需脂肪酸和脂溶性维生素缺
乏，严重者会患上疙疙瘩瘩的蟾皮
病。

其次，因为无论哪种水果，都含
有糖分，超大量吃水果时，就会给人
体带来相当多的糖分。而水果里的果
糖如果摄入过多，会催人老。

第三，长期超量吃水果，营养不
均衡，人体内的蛋白质、碳水化合
物、脂肪就会失衡，免疫力下降、记
忆力下降、贫血、消化不良就会接踵
而至。

对于一般成人来说，每天可吃
200g~350g新鲜水果。如果血糖偏
高，在血糖允许的情况下，一天的水
果不要超过200g。最好不要长期吃
某一种水果，而是应该多种水果交替
着吃。另外，果汁不能代替水果，尽
量少喝果汁。

（北京协和医院教授 于康）

过量食水果会加速衰老

肝脏是人体的最大解毒器官，
同时，它还具有强大的再生能力，
如同一个武林高手，既会打仗又有
超强的恢复能力，是五脏之中的刚
强之脏，故被喻为“将军之官”。
但是，肝脏虽是一个战士，却并不
是“百毒不侵”，也需要我们的及
时呵护。当我们出现肝功能异常
时，更需要多加注意。

一是注意区别肝功能指标异常
与肝功能异常。我们经常碰到患者
的提问：“药师，我这个肝功能指
标有点高，要紧吗？”肝功能常见
指标有谷丙转氨酶和谷草转氨酶、
直接胆红素、间接胆红素、总胆红
素等，通常单个项目的数值不高于
参考值上限的3倍，都不属于肝功
能受损；有可能受到一些生理因素
比如剧烈运动、过度劳累的影响；
也可能是短期新服用了一些药物或
者保健品引起的暂时性肝指标偏
高。建议不必太担心，回家后调整
生活状态，注意休息，健康饮食，
定期复查血象，如超过参考值上限
的3倍，及时就医。

二是注意肝功能不全时用药四
原则。如果除了肝功能不全，还患
有其他疾病，服用了其他治病药物
又需要注意什么？对于由肝脏清

除、对肝脏无毒的药物，必要时减量
用；要经肝或相当药量经肝清除、对
肝脏有毒的药物，避免用；经肝肾两
条途径的药物，严重肝病减量用；经
肾排泄的药物，不经肝排泄，可正常
用。建议肝功能不全患者看一下手中
其他的药物说明书，通常药品说明书
中会标明肝功能异常患者应如何使用
该药。如果发现说明书说正在吃的药
需要减量或避免使用，但目前未减量
或避免使用的，建议立即来医院检查
肝功能指标。同时也建议将自己正在
服用的药物名称收集整理好，就诊的
时候向医生或者药师咨询。

三是注意选择合适的保肝药物。
如果不小心发生了肝损，可以服用保
肝药物来缓解，常见的保肝药物，如
西药类：维生素C、促肝细胞生长
素、谷胱甘肽、乙酰半胱氨酸、甘草
酸制剂等。此外，越来越到的人意识
到中药会导致药物性肝损，有少部分
人过犹不及，听到中药就与肝损联系
在一起，却忽视了中药当中也有许多
保护肝脏的药物，可降低 ALT、
AST和胆红素等肝功能指标，如垂
盆草颗粒、五酯胶囊、肝苏颗粒、护
肝宁片等。

（上海中医药大学曙光医院 张
伊婧）

呵护你的“小心肝”

食 话食说 SHIHUASHISHUO

肝 胆相照 GANDANXIANGZHA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