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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对吃的要求
也由最初的“吃饱”演变
为“吃好”，面对琳琅满
目的食品，怎么吃才能
在满足味蕾的情况下，
又能吃出健康呢？现为

“吃货们”量身定制了一
期专题，让您成为一位
健康“吃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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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衰老、增强免疫力……

抗氧化到底怎么做？这里告诉你
5月12日至18日，是我国第五个全

民营养周，在“全民营养周”活动上，营养
专家提醒：合理膳食，天天蔬果，健康你
我。

近年来，抗氧化已成为营养和食品
行业的热门词，但对于究竟什么是抗氧
化，如何补充抗氧化物质等知识，公众大
多一知半解。今天就来说个清楚：

抗氧化，抗的是个啥？

说到抗氧化，首先要明白氧化的概
念。人体内的每一次新陈代谢，都会产
生氧化还原反应，进而产生自由基。

适当的自由基能在体内发挥重要作
用。如白细胞会释放自由基来杀死外来
微生物；体内一些分解代谢的反应需要
自由基来催化等，但是如果自由基过多，
且失去控制时，就可能对人体产生各种
慢性炎症反应，危害健康。

所以我们说抗氧化，其实抗的不是
自由基，而是让把自由基保持在正常的
范围内，维持氧化与抗氧化之间的平衡。

抗氧化对我有什么好处？

延缓衰老。有研究认为，机体衰老
的过程与细胞和组织内某些成分被氧化
有关，比如我们把削皮的苹果放置在空
气中，苹果会因为氧化变成黄色。我们

的皮肤也是一样，会在空气中不断被氧
化，从而衰老。皮肤产生氧化作用很大
程度上是因为阳光中的紫外线照射而引
起的。紫外线会使肌肤产生自由基，自
由基会使皮肤弹性纤维受到破坏，刺激
黑色素形成，皮肤干燥松弛，色斑增多，
衰老加速。

增强免疫力。除了皮肤，人体内的
抗氧化也十分重要。多项研究已显示，
氧化状态升高与一些疾病的发生密切相
关，而通过摄入含维生素C、维生素E、胡
萝卜素、花青素、番茄红素等抗氧化物
质，可以能帮助我们消除过度氧化应激，
维护机体的健康状态，达到增强免疫力、
预防疾病的作用。

我还年轻，不需要抗氧化？

错！抗氧化其实不能简单的跟抗衰
老划等号。抗氧化一词最早确实是抗衰
老研究的衍生，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
发现抗氧化不能仅仅是为了延缓衰老，
而应该是伴随一生。这就跟运动一样，
很多人都是都是等身体出现不适甚至是
老了才想起来去运动，而这个时候才开
始运动，相较于从小就保持科学、持续运
动的人来说，效果不言而喻。

所以抗氧化跟我们所有的健康管
理一样，是一辈子的事，而且要尽早开
始。

想要抗氧化，该吃点啥？

富含抗氧化物质的果蔬非常多，可
以根据果蔬颜色不同，分为4个类：

紫色／蓝色水果：如桑葚、蓝莓、亚
马逊莓、葡萄、紫薯、黑枸杞等。紫色食
物之所以能披上浪漫的紫色外衣，是因
为其富含一种天然色素——花青素。花
青素属于类黄酮物质，其抗氧化能力堪
比维生素C和维生素E，能帮助人体抗氧
化，延缓衰老。

绿色蔬果：西蓝花、菠菜、生菜等一
切绿叶蔬菜，甚至包括绿藻。绿色蔬果
富含叶绿素、维生素C、槲皮素、吲哚类、
异硫氰酸酯。

黄色／橘色蔬果：胡萝卜、柠檬、南
瓜、芒果、橙子等。黄色／橙色蔬果中富
含胡萝卜素、硒、叶黄素等。

红色蔬果：番茄、草莓、蔓越莓、樱桃
等，富含花青素和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属
于类胡萝卜素，是目前自然界中已知的最
强抗氧化剂之一，其清除自由基的功效甚
至比广为人知的维生素E还要强 100
倍。而且，就拿番茄来说，颜色越红，抗氧
化的番茄红素含量越高，在挑选番茄的时
候，尽量买颜色为深红色的，饱满的。

据新华网

辰时吃早餐养胃气
四招判断食物热量

辰时
吃好早餐养胃气

辰时指早晨7点～9点，此时阳气
浸润，逐渐张扬，万物生命活动也跟着
活跃起来。中国传统医学认为，辰时
为胃经当令，此时人体气血将汇聚到
胃腑，是吃早餐的最佳时间，因此古人
又称辰时为“朝食”之时。养成辰时良
好的进食习惯，对机体保持充沛精力
十分重要。

吃好《黄帝内经》云：“五谷为养，
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吃
好”代表着要营养充足、全面，最好能
够包含谷肉蔬果。建议早餐以五谷类
为主，如小米粥、杂粮粥、全麦面包、面
食等以滋补养胃，并适当进食肉奶类
如瘦肉、鸡柳、牛奶、鸡蛋等补益精血，
水果类和蔬菜类有益气生津、调和寒
热的功效，根据口咽干燥情况，适当配
合进食果蔬，如苹果、橙子、圣女果、西
兰花、紫甘蓝等。

吃慢 中医认为，胃腑为空腔脏
器，其性是以降为顺。为让食物更好
地在胃里吸收，需要养成“细嚼慢咽”
的进食习惯。现代研究也证明，细嚼
慢咽能促进胃液分泌，将食物磨得更
细，便于消化吸收并减轻胃肠负担。
尤其老年人牙齿稀松、消化功能逐渐
减退，各种消化液分泌减少，加之肠道
蠕动减弱，更应细嚼慢咽以促进消化
酶分泌。因此，建议早餐不要少于15
分钟，老年人每口食物最好嚼20～50
次，给饮食中枢足够的兴奋时间，帮助
食物消化。

宜温 辰时自然界阳气浸润，人体
内阳气充实胃腑，食物在胃中阳气的
蒸化和胃的不断蠕动下，逐渐变成食
糜，有利于进一步消化吸收，中医将这
个过程概括为“腐熟”。由此可知，早
餐食物应以温为主，保护胃中阳气非
常重要。反之，若肆无忌惮进食生冷
食物、饮用冰冻饮料，很容易耗伤胃
阳，引起腹胀、嗳气、食欲不佳，甚至腹
痛、腹泻、胃肠型感冒等问题，尤其是
衰弱体质或老年病后胃阳不振者。建
议早餐以温食为主，面包、牛奶、果汁
等凉食可适当加温后再吃，蔬果建议
最后吃，且比例宜少。平素胃寒者，早
餐前可用生姜10克、白术10克、大枣
6枚，煮水代茶喝，或兑入牛奶饮用，
有温阳益胃、祛湿助运的效果。

据《健康时报》

四招判断食物热量高低
经常有人问，听说食物的热量值差

异很大，怎样简单判断其高还是低呢？
有这么几个基本规律：

1.食物中的水分含量越大，热量值越
低。反之，干货越多，热量值越高。举个例
子，不同蔬菜相比，水分大的蔬菜热量最
低，比如冬瓜、黄瓜、生菜等，热量只有10～
20千卡/100克的水平。相比而言，甜豌
豆、豆角等也算高水分食物，但“干货”略多
一些，热量就到了30～50千卡/100克；含
有淀粉的土豆、山药之类，热量就更高了，
能到60～80千卡/100克的水平。

2.对水果、蔬菜、果汁、甜饮料等食
物来说，碳水化合物越高，热量越高。
这类食物中通常脂肪含量很低（榴莲和

牛油果例外），蛋白质也很低。它们的
主要热量来源是碳水化合物（包括糖和
淀粉），特别是糖。所以，同样一种水
果，比较甜的品种就比不甜的品种热量
高。

3.在干货总量差不多的情况下，脂
肪含量越高，热量值越高。因为1克蛋
白质和淀粉/糖的热量是4千卡，而1克
脂肪是9千卡，所以在干货数量大致相
当的情况下，脂肪的比例越大，热量值就
越高。比如说，同样是含水量很低的完
整植物种子，红小豆的热量是324千卡/
100克，黄豆是390，生花生是574。因
为它们三者的脂肪含量分别为0.6％、
16％和44％。

4.在标注热量值一样高的情况下，
消化吸收率越高，热量就越高。食物
中的膳食纤维会延缓消化吸收速度，
抗性淀粉也不容易消化吸收。但是，
抗性淀粉往往也被算在热量值中。抗
性淀粉很难在小肠中消化，会直接进
入大肠，成为大肠中有益细菌的“粮
食”，产生有助健康的“短链脂肪酸”。
天然的全谷杂粮、淀粉豆类、薯类，都
有一部分的“抗性淀粉”。但是，经过
精制加工，去掉了膳食纤维的食物，消
化吸收率通常都会很高，比如米饭馒
头、饼干、面包等。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
学院副教授 范志红

每天吃核桃防心脏病和肠癌
美国一项最新研究发现，每天吃少

量核桃可预防心脏病和肠癌。
该研究由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安娜·

霍舍尔教授发起。研究人员让18名健
康的成年人每日分别摄入0克或42克
（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预防冠状动脉
疾病的推荐摄入量）核桃，每三周为一
个阶段，共六周。除核桃外，参试者的
饮食清单一致。试验开始前和结束后，
研究人员采集参试者的血液和排泄物
样本，血液样本用于测量胆固醇、血糖

和炎症水平，排泄物样本用于确定肠道
细菌的构成。结果发现，连续六周每天
吃核桃，可以明显减少胆汁酸生成，降
低坏胆固醇水平。而胆汁酸过量可导
致肠癌，坏胆固醇水平低则可减少心脏
病风险。

研究人员分析认为，核桃中所含高
纤维可促进肠道内好细菌的生长，尽管
核桃的热量相对较高（每个核桃约含
0.12千焦热量），但仅有80％会被吸收，
肠道内的好细菌会消耗剩余的20％。此

外，每天吃少量核桃的人体内产生的次
级胆汁酸较少。不同于在肝脏内生成的
初级胆汁酸，次级胆汁酸在肠道内生
成。在结肠癌发病率较高的个体中，次
级胆汁酸普遍较多。

新研究还发现，核桃可以增加肠道
中三类菌群的水平：柔嫩梭菌、罗斯氏菌
和梭菌。在动物实验中，这些菌群能够
减少炎症发生，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将其
视为潜在的益生菌。

据《生命时报》

广州亚洲美食节日前举办，在
“美食与健康养生论坛”上，中国工
程院院士钟南山、中国科学院院士
侯凡凡等大咖登场，他们分享了近
年来的健康研究成果，以及自己的
养生经验。

吃太好易导致大脑早衰

在论坛上，多位专家都提到生
活改善与疾病之间的关系。他们认
为，不恰当的饮食方式容易诱发脑
衰、糖尿病等多种疾病，应警惕“祸
从口入”。

钟南山更是引用了一个数据来
佐证这一说法。他说，吃得过饱过
好容易导致大脑早衰，20％的失智
患者是“美食家”。“高盐、缺少杂食、
吃水果太少，是导致身体不健康的
最主要原因，容易导致心血管疾病，
还易引发消化性肿瘤等疾病。”钟南
山建议，面对美食时应有节制，吃七
八分饱最健康。

侯凡凡则呼吁少吃加工食品，
因为饼干、香肠中的钠含量往往过
高。吃这些深加工食品，不知不觉
就会吃太多的盐分，容易加重肾脏
的负担。

院士都喜欢吃清蒸鱼

钟南山的早餐吃得很丰盛——
两颗橙子、一碗红豆粥、一块加了奶
酪的面包、鸡蛋、牛奶麦片。“一顿丰
富的早餐很重要，早餐应该占全天
热量的30％。”钟南山说。

在谈到自己最喜欢的一道菜
时，两位院士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
清蒸鱼。

钟南山喜欢吃的清蒸鱼并不是
什么名贵的鱼类，而是很常见的鲩
鱼（草鱼），“简简单单清蒸就很好吃
了”。侯凡凡则建议，清蒸鱼可以最
后放调料，“调料大多数洒在食物表
面，味蕾能直接接触到，这样能做到
限盐”。

“老年人少喝老火靓汤。”侯凡
凡说，老火汤中溶解了肉类的大量
磷，对正常健康人体来说是能够将
其排出体外的，但是肾脏功能不好
的人就很难做到这一点，磷在体内
的堆积会伤及骨骼，伤及心血管，所
以说对肾脏病尤其肾脏功能有障碍
的人来说，老火靓汤是不能吃的。
侯凡凡还建议，不需要为了养生而
喝酒，“虽有部分数据证明，少量的
红酒对血管有好处，但并没有充分
的证据证明喝酒一定有好处，如果
本来没有喝酒的习惯，没必要为了
心脑血管健康而去刻意喝酒”。

癌症患者最后悔吃了这些

哪些食物有益于健康？钟南山
开了一张单子：大蒜、菠菜、西兰花、
鲑鱼、薯类、豆类等。

哪些食物有损于健康？钟南山
也做了详细梳理，“很多癌症患者会
后悔吃过一些菜”。

有数据显示，得了胃癌的会后
悔吃过剩菜、腌菜；得了食管癌胃癌
会后悔吃得太烫太辣；得了大肠癌
的会后悔不吃蔬菜只吃肉；得了胰
腺癌的会后悔吃得太油腻；得了口
腔癌的会后悔爱吃槟榔、常喝烈酒。

据人民网

钟南山：

两成失智者
曾是“美食家”

上年纪
不宜后仰洗头

老人仰躺着洗头，会对头部椎
动脉造成一定压力，影响脑部供血，
导致晕眩、脑部缺氧，甚至中风。还
有，高血压的老人也不适合低着头
洗头，因此直立淋浴洗头的姿势较
为合适。还要注意水温，水太凉会
刺激脑神经线，产生头痛、头晕现
象；水太烫则易损伤头皮和头发。
老年朋友注意洗头水温在40摄氏
度左右。另外，洗完后要立刻吹干，
头发干透了才能睡觉。

心血管科主任医师 陈铭

养生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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