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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刊登：

露肉的季节，减肥必须讲效率。
于是，节食被不少人看作是立竿见影
的减肥方法。不过，一定要告诉你这
个真相。依靠少吃、甚至节食来实现
闪电瘦的愿望并不现实，还很有可能
越饿越胖。什么？难道这些年忍住
不吃的美食都白费了？能量守恒定
律在我身上失效了？你想多了，真正
影响你节食减肥的因素且听营养师
从头道来。

瘦身路上的“绊脚石”
能量补偿机制

为什么饿得前心贴后背，就是瘦
不下来？其实，能量守恒定律你是无
法推翻的，你的困扰可能来自于另一

个因素——能量补偿机制。
所谓能量补偿机制，就是身体想

尽各种方法努力维持能量平衡，尽量
避免出现能量负平衡。人体的总能量
平衡取决于能量摄入和能量消耗两部
分。能量补偿机制是指当你减少能量
摄入时，人体的能量消耗比如基础代
谢可能会下降，导致即使减少了能量
摄入，也无法达到能量负平衡，无法实
现减重。

换句话说，我们人体是非常聪明
的，当你试图“饿”它的时候，为了保护
自身，它会下调基础代谢率，这也是人
类能进化至今的一个原因——“适
应”。这种“适应”就造成了“你少吃，
它少用”“不吃也不瘦”的现象。

肥胖人群
单纯节食后更易“被补偿”

值得关注的是，能量补偿在不同
人身上的作用也是不相同的。研究
发现，不同身体组成的人，能量补偿
程度有很大差异，脂肪含量比较高的
肥胖人群在节食后更容易发生显著
的能量补偿。所以，单纯靠少吃甚至
不吃来减重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不
仅达不到减重的效果，还可能造成基
础代谢率的显著下降，反而变得更容
易胖了。

不仅如此，还有一部分人，怎么运
动也瘦不下来，那又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这也和能量补偿机制有关。

当我们在增加能量消耗的时候，
我们的机体也在努力地让能量达到一
个平衡状态。虽然我们运动消耗了一
定的能量，但在运动以后大家会发现
食欲变好了，吃的比以前要多一些。
摄入的能量抵消了此前的能量消耗。
此外，你增加了运动能量消耗的同时，
身体还会“想办法”让日常生活中的能
量消耗随之减少。比如，今天特意运
动了一个小时，结果接下来腰酸背痛
不想动了，减少了劳动等其他生活中
的能量消耗。

打破“补偿”魔咒
你得这样做

那怎样克服“能量补偿机制”给

减肥带来的负面影响呢？答案就是
——增加身体的肌肉。我们知道，
肌肉量是维持基础代谢率的基础，
肌肉量少的人基础代谢率往往比较
低。所以，趁早抛弃单纯节食的想
法，千万不要想着“饿”出好身材。
因为那些年你挨过的饿，可能是造
成你体重反弹、越来越胖的根源。
我们对于减重的理解，不能仅停留
在“少吃多动”，而应该是把目标放
在“维持肌肉量、增加基础代谢率”
这一层面。

要想维持机体的肌肉量甚至促进
肌肉的增长，以下两点很关键：

合理营养 摄入充足的优质蛋
白。我们知道，蛋白质是生命的物质
基础，只有摄入足量的优质蛋白，才
能为身体提供原材料，促进体内肌肉
蛋白的合成。另外，现有研究结果表
明，钙、维生素D、n-3脂肪酸等营养
素对于老年肌肉衰减症的防治具有
积极意义。

适量运动 尤其是抗阻运动。正
所谓“用进废退”，如果缺乏运动，机体
的肌肉就很容易流失。而基于目前的
研究证据，对于肌肉健康而言，除了进
行有氧运动，还需要进行适量的抗阻
运动。

总而言之，要想实现真正的减重
（减脂不减肌肉），营养和运动的联合
干预不可或缺。

来源：《北京青年报》

节食可以闪电瘦？当心越饿越胖

每天一个人大约要吃掉1800克
食物，吃什么、怎么吃很重要。早在
2400多年前，我国中医典籍《黄帝内
经·素问》中就有“五谷为养，五果为
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
之，以补精益气”的记载。其中渗透的
理论精髓也是平衡膳食理论，不同的
食物种类产生不同的营养价值。

从我国1989年发布的第一版《中
国居民膳食指南》到之后修订的几版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第一条都大致
一样：坚持“食物多样”。直到今年最
新 修 订 的《中 国 居 民 膳 食 指 南
（2022）》，其规定的平衡膳食八大准则
的第一大准则依旧是“食物多样，合理
搭配”。强调“平均每天摄入12种以
上食物，每周25种以上，合理搭配”。
如何做到食物多样呢？似乎说起来很
容易，实践起来很难。

替换法

不妨每天或每周换一换食物种
类，这样更有利于营养均衡。

比如我们可以把形形色色的蔬菜
分成几大类：

根块类，如藕、马铃薯；叶菜类，如
菠菜、油菜、苋菜；芽菜类，如香椿芽、
豆芽；鳞茎类，如大葱、洋葱等；瓜茄
类，如西葫芦、南瓜、冬瓜等；还有鲜豆
类等等。

无论是在家烹饪还是在外就餐，尽
可能选择多的蔬菜种类，来弥补不同品
种蔬菜的营养缺陷，打破“木桶效应”，
实现优势互补，比如红苋菜和菠菜的钙

含量较高，而香椿芽锌含量较高。

搭配法

常见的食物搭配方法，包括动植物

性食物搭配、粗细搭配、颜色搭配等。
动植物性食物搭配：也就是我们

常说的“荤素搭配”，动物性食物与
植物性食物混合搭配，既有菜又有

肉。在改善食物的色、香、味的同
时，提供更多的营养素种类，如涮
锅、宫保鸡丁等。

粗细搭配：我们常吃的精白米面
可能导致B族维生素缺乏，同时也缺
少膳食纤维，不利于肠道蠕动。因此，
在制作主食时，大米和糙米、杂粮（如
燕麦、小米、荞麦、玉米碴）以及杂豆
（如红小豆、绿豆、芸豆等）组合。焖制
米饭时可将红薯或马铃薯等切成块状
或粒状混合焖制。

颜色搭配：丰富的食物颜色不仅
带来美好的视觉体验，激发味蕾，增
强食欲，同时也符合食物多样性的需
要。《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强
调：“餐餐有蔬菜，保证每天摄入不少
于300g的新鲜蔬菜，深色蔬菜应占
一半”。丰富的蔬菜颜色种类，其背
后是各种各样的植物化学物，在预防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中发挥不可替代
的作用。

少量法

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看见美食
时什么都想吃，结果“眼大肚小”还没
怎么吃就饱了。在日常饮食时，为了
尽可能保证食物多样性，要提醒自己
有意识地对每种食物都少量酌情食
用。其实健康饮食的道理大家都多少
知道一些，重点就是在于日常生活中
多提醒自己，有意识地自律来规范自
己的饮食习惯，就会让健康体魄离我
们更近一步。

来源：《北京青年报》

膳食多样均衡做不到？

三个方法摆脱“知易行难” 一项对英国女性的大型追踪研究
发现，与食用肉类的女性相比，素食女
性髋部骨折的风险要高33%。风险增
加的原因可能在于无肉饮食会导致摄
入蛋白质较少——多摄入蛋白质有助
于增加肌肉质量，以及可能缺乏维生
素和矿物质（如钙和维生素B12），这些
物质有利于增强骨骼。最新研究发表
于最近的《BMC医学》杂志。

该研究负责人、利兹大学的詹姆
斯·韦伯斯特表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
髋部骨折，尤其是随着年龄增长，绝经
后雌激素水平下降，导致骨骼变弱。
髋部骨折也是导致老年人死亡的一个
重要原因，因为髋部骨折很难恢复，并
可能引发多种并发症，对健康的影响
相当大。

此前的研究表明，素食者的骨骼
较弱。在最新研究中，韦伯斯特团队
利用了一项正在进行的大型研究，该
研究追踪了英国26000多名女性的健
康和生活方式，历时约20年。这些人
参与实验时的年龄介于35—69岁之

间。总体而言，约3%的参与者在这段
时间内发生髋部骨折。与每周至少吃
肉5次的人相比，素食者发生这种情况
的风险高出33%，而经常吃肉的人和
那些吃肉较少或只吃鱼的人在风险上
没有差异。

但韦伯斯特也指出，这一发现不
应使人们放弃素食主义，因为人们可
以从乳制品和豆类中获取蛋白质，必
要时可以补充维生素或使用钙强化乳
制品。英国素食协会的简·埃尔弗德
也表示：“骨折风险通常与钙和维生素
D的摄入相关，因此需要确保这些营养
素的可靠摄入。”

其他研究发现，素食饮食在多个
方面对健康有利，如素食可以降低患
心脏病的风险。但包括本研究在内的
这些研究，都是观察性的，因此无法证
明饮食模式会导致不同的健康结果，
只表明存在相关性。此外，素食者通
常拥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如尽量避
免吸烟和酗酒等。

来源：《科技日报》

素食女性髋部骨折风险高33%

为满足对优质蛋白质、钙、铁的需
要，孕中、晚期应适当增加奶、鱼、禽、
蛋、瘦肉摄入。

今天我们就来说下《指南》推荐的
低至中度身体活动水平妇女备孕和孕
期一日食物量。

1.备孕期或孕早期：
粮谷类200—250克，薯类50克，

蔬菜类 300—500 克，水果类 200—
300克，鱼、禽、蛋、肉（含动物内脏）
130—180克，奶300克，大豆15克，坚
果10克，烹调油25克，加碘食盐5克，
饮水量1500—1700毫升。

2.孕中期：
粮谷类200—250克，薯类75克，

蔬菜类 400—500 克，水果类 200—
300克，鱼、禽、蛋、肉（含动物内脏）
150—200克，奶300—500克，大豆20
克，坚果10克，烹调油25克，加碘食盐
5克，饮水量1700毫升。

3.孕晚期：
粮谷类225—275克，薯类75克，

蔬菜类 400—500 克，水果类 200—
350克，鱼、禽、蛋、肉（含动物内脏）
175—225克，奶300—500克，大豆20
克，坚果10克，烹调油25克，加碘食盐
5克，饮水量1700毫升。

无论哪个孕期，坚果类都是10克，
烹调油都是25克，加碘食盐都是5克，
这三个是无需改变的。

大豆从早期的15克增到了中、晚
期的20克。

薯类从早期的50克增到了中、晚

期的75克。
奶量从早期的300克增加到了中、

晚期的300—500克。
蔬菜类从早期300—500克，增加

到了中、晚期的400—500克。
粮谷类从早、中期的 200—250

克，增到了晚期的225—275克。
水果类从早、中期的 200—300

克，增到了晚期的200—350克。
鱼、禽、蛋、肉（含动物内脏）增加

比较明显，从孕早期的130—180克，
中期增加到了150—200克，晚期增加
到175—225克。

其中，粮谷类里，全谷物和杂豆不
少于1/3；蔬菜类中，新鲜绿叶蔬菜或
红黄色蔬菜占2/3以上。

此外，同等重量的鱼类与禽畜类
食物相比，提供的优质蛋白含量相差
无几，但鱼类所含脂肪和能量明显少
于禽畜类。因此，当孕妇体重增长较
多时，可多食用鱼类而少食用禽畜类，
食用禽畜类时尽量剔除皮和肥肉，畜
肉可优先选择脂肪含量较少的牛肉。

为保证动物性铁的需要，建议每
周吃1—2次动物血或肝脏。此外，鱼
类，尤其是深海鱼类，如三文鱼、鲱鱼、
凤尾鱼等还含有较多的n—3多不饱和
脂肪酸，其中的二十二碳六烯酸
（DHA）对胎儿脑和视网膜功能发育有
益，最好每周食用2—3次。

如果大豆和坚果摄入达不到推荐
量，则需要适量增加动物性食物。

来源：新华网

《膳食指南》轻松读:

孕期需摄入多少奶、鱼、禽、蛋和瘦肉？

核心的强弱对于跑者的身体和跑
步表现都至关重要。如果跑者的核心
肌肉不够强壮，就会增加下背疼痛、肌肉
紧张、平衡能力不足、跑姿不正确等情况
的风险，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伤病。

跑者通过对核心的锻炼，能够增
强肌肉的力量和稳定性，可以有效预
防膝盖、髋关节、腰椎、下背等部位的
伤病，并且有利于更好地保持跑姿，提
升跑步效率。在增强核心的训练中，
包括仰卧起坐、臀桥、平板撑等。其
中，平板撑是训练效果最好、操作简单
的项目之一。

下面这4项平板撑练习都是比较
典型的平板撑动作，练习之前先通过慢
跑或者走路、轻度拉伸进行热身。然后
每项练习做两次，总共耗时5分钟左

右，坚持一段时间后就能看到效果。

直臂平板撑

先摆出俯卧撑的姿势，双臂伸直
支撑着身体，比肩略宽。双手位于肩
膀的正下方，核心部位收紧，身体后侧
保持在一个平面内，尤其是臀部既不
能翘起也不能下沉。保持这个姿势
30秒钟。如果想减轻难度的话，可以
用双膝跪地支撑身体。

反向平板撑

先坐在地面，双腿在身体前方伸
直，双手放在身体的后方，手指张开接
触到地面。然后通过双手发力，将身
体逐渐地向上抬起。最终的姿势就
是，双臂伸直支撑着身体，双腿也伸

直，身体的前侧保持在一个水平面
内。保持这个30秒钟。如果想降低
难度的话，可以弯曲双肘来支撑身体。

侧式平板撑

先以右侧身体躺在地面上，右肘
弯曲位于肩膀正下方，支撑着身体。
双腿伸直，左腿在右腿上方，双脚也并
拢在一起。头和脊柱都保持自然状
态，右侧臀部和膝盖与地面接触。然
后，核心部位发力，将臀部和膝盖向上
抬起离开地面。身体的左侧呈一条直
线。保持这个姿势30秒钟后，换另一
侧做同样的动作。

金字塔式平板撑

先以小臂支撑着身体摆出平板撑

的姿势，然后核心部位绷紧，将臀部逐
渐地向上抬起，直到身体呈现出倒V字
形。保持姿势几秒钟之后，再恢复原始
姿势。这项训练同样坚持30秒钟。

以上训练完成一遍之后再重复做
一次，这对于时间紧张的跑者来说非
常有用，每天耗时5分钟左右，就可以
锻炼出强壮的核心。

来源：新华网

跑者增强核心很简单
每天5分钟平板撑练习

科学研究证明，瓜果蔬菜富含的
膳食纤维是便秘的“克星”。像黑豆、
芹菜叶、山楂等，其中东北绿心黑豆皮
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最丰富，被称为
便秘的“大救星”。

在天津，医学专家历经多年，研发
出新一代通便产品“津尝通”。津尝通
运用37度低温发酵技术，高度提纯产
品里膳食纤维的含量，增加调节肠道
内环境平衡的海藻，不含任何泻药成
份。在体内如同一把“刷子”，把肠道
里的毒便、宿便统统刷干净。同时调
节肠道的内环境，修复损坏的肠黏膜，
有效预防肠变黑、长息肉。津尝通在

常州上市已经十年，无数老便秘在它
的帮助下摆脱了便秘的困扰。它的三
大特点：第一、让便秘逐步减轻，直至
消失。第二、今晚服用，明早爽快地排
便。第三、便秘越严重，效果越好。老
便秘不妨试试，尽快解除便秘困扰。

常州经销地址：龙御膳食专营店
（市区路桥市场北楼嘉乐广场 B 座
605A室）；湖塘南方大药房（常武中路
百岁鱼庄向南50米）；金坛方正万泰大
药店（南门大街121号）有售。

咨询电话：0519-88050859（市区
免费送货）。温馨提示：5盒一周期，买
4送1。

老便秘新方法，效果稳定不复发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