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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三大饮食问题
阮光峰

吃的健康是每个人的心愿 ，所
以，我们每天都会花很多时间在选择
健康的食物上面。然而，现实情况却
是，我们吃的很多食物并不健康。
最近，英国权威医学杂志《柳叶
刀》发布了全球饮食领域的首个大规
模重磅研究——195 个国家和地区饮
食结构造成的死亡率和疾病负担分
析。这项统计追踪了全球 195 个国
家、从 1990 年到 2017 年的 15 种饮食
因素的摄入量趋势，分析了世界各国
因为饮食结构而导致的死亡率和疾
病发生率。结果显示，全球近 20%的
死亡案例是因为吃的食物不健康导
致的。
在这个研究中，中国被点名两
次。中国因饮食问题引发的死亡率
在全球处于倒数第二档，比我们经常认为饮
食不健康的美国还要高；2017 年，中国因为
饮食结构问题造成的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癌
症死亡率都是世界人口前 20 的大国中的第
一名。
我们在食物选择和吃饭时到底有什么
问题？该如何调整？
中国人吃饭有什么问题？
从这次《柳叶刀》的分析来看，中国人的
饮食结构主要有三大问题：盐吃太多，杂粮
和水果吃得太少。
15 大风险因素中，高钠饮食、水果和全
谷物太少是最高的三种。
研究数据显示，光是 2017 年一年，世界
上因为高钠饮食而死亡的人口就有 300 万，

商场按摩椅

不能随便躺
周 莉

近年，商场里的共享按摩椅变
得随处可见：只要用手机扫个码，十
元、二十元就能按摩半个小时。无
论男女老少，走累了都可以躺在上
面按摩，有些人甚至还睡着了。其
实这种共享按摩椅存在隐患，还需
消费者注意。
第一、按摩椅无人看管，突发状
况很难自救。2018 年，在杭州火车
站，一位女子在使用按摩椅后要起
身离开，而披散的头发夹在按摩椅
的缝隙中，无法脱身，幸亏旁边的男
子第一时间帮她拔掉了电源，消防
员随后到场解救才得以脱险。此
外，还可能发生突然停电等突发状
况，若软组织被夹住，不能及时松
开，很容易造成损伤。
第二、公共区域摆放的按摩椅
很 难 做 到 消 毒 及 时 和 彻 底 ，不 卫
生。共享按摩椅通常投放在机场、
高铁站、电影院、健身房、美容院、商
场、超市等人流量集中的地方。平
均每台按摩椅上有超过 10 人就座，
但并不会有工作人员随时消毒，容
易造成交叉感染，尤其在夏天肌肤
裸露，人们出汗也多，更可能感染皮
肤病。
第三、部分人群不适合坐按摩
椅。共享按摩椅是以放松为目的设
置的，并不是为了医疗、治病。对于
大部分人，接受放松颈椎、腰、背的
按摩是没有问题的。但特殊人群，
如高血压、心脏病、骨折未稳定期、
发烧、静脉血栓病人以及皮肤有破
损、感染者不适合坐按摩椅。
按摩椅的机械按摩与人工按摩
不同，虽有几个触点，但不能选穴、
点穴和进行类似人工的动作。因
此，按摩椅只能消除疲劳、减轻不
适，起到放松作用，不会有治疗作
用。而且它的力道不易控制，力道
小了，作用不大，力道大了则会使肌
肉骨骼疼痛。依赖按摩椅来解决疼
痛及其他医
医生的话 疗问题，是不
可取的。

因为杂粮吃太少而死亡的也有 300 万，还有
200 万因为水果没吃够而亡。全球近 20%的
死亡案例是饮食问题导致的，在中国，这个
比例更高。
如何改善我们的饮食？
从《柳叶刀》这个研究来看，饮食不合理
对我们的健康影响真的很大，甚至可能增加
我们的死亡风险。因此，平时注意饮食、吃
的合理也尤为重要。
针对《柳叶刀》这个研究，建议大家平时
在安排自己和家人的饮食时要注意以下三
个方面。
1.控盐限盐，减少钠的摄入。
建议大家平时少吃盐，有意识地避开过
咸的食物，比如腌菜、火腿肠这些食物都要

少吃。自己做饭做菜少放盐，能
大大降低钠盐摄入。同时，自己
做菜养成量化的习惯，以计量的
方式（比如定量盐勺）减少食盐
的用量；多用醋、香料、柠檬汁等
调味，代替一部分盐；多采用蒸、
煮等烹调方式，少用爆炒、椒盐
等方式做食物。另外，在选购包
装食品时，注意看营养标签，尽
量挑低钠产品。
2.多吃全谷物，杂粮杂豆替
代精米白面。
我国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
每 天 摄 入 谷 薯 类 食 物 250-400
克，其中全谷物和杂豆类（红豆、
绿豆、芸豆等）50-150 克，相当于
一天谷物的 1/4-1/3。
这些食物可以加到三餐中，比如早餐时
喝碗小米粥、燕麦粥；午餐、晚餐时，可在白
米中放一把糙米、燕麦等来煮饭；另外，杂豆
也可以作为一部分主食。
3.每天吃半斤水果，
少喝果汁
建议大家天天吃水果。根据我国膳食
指南建议每天应吃水果 200-350g 左右，也
就是说每天要吃半斤。
如果担心吃水果长胖，可在餐前吃水
果，利于控制进餐总量；两餐之间吃水果，既
能补充水分，
又能获取丰富营养。
特别需要提醒大家，果汁不能替代水
果，尽量吃完整的水
果，少喝果汁，即使
健康话题
是纯果汁也要少喝。

邪循经而入，影响下
半身乃至全身的血
液 循 环 ，导 致 关 节
炎、风 湿 、下 肢 循 环
障碍等病变。过多
过早地裸露脚踝，机
体难以适应，还会导
致抗病能力下降，病
邪趁虚而入，易引发
各种疾病或使旧病
复发。
对于女性，袜子
越穿越短、长时间露
脚踝这样的行为伤
害更大。女性主阴，
更怕冷，也更易受寒
气侵袭。脚部是肝
脾肾经络的起始地，
脚踝部有一个十分
重 要 的 穴 位 —— 三
赵艳
阴交穴，之所以被称
今年的初春乍暖还寒，无论南方北 为“三阴交”穴，是因为它是足部的三条
方，气候都明显异常。可依然有很多年 阴经，即足太阴脾经、足少阴肾经、足厥
轻人，上装是大衣羽绒服，下装却搭配着 阴肝经相交的地方。三阴交穴位于小腿
九分裤、船袜和运动鞋，有些人即使穿着 内侧，符合阴的特性，所以对于女性具有
长裤，也要卷起裤腿露出脚踝。暂且不 特殊的保护作用，能够维持年轻、延缓衰
说这种所谓流行的装扮是否美观合体， 老、推迟更年期。穿短袜、露脚踝，也会
可从养生保健角度讲，
百害而无一利。
使得三阴交穴受寒邪侵扰，甚至进一步
中医强调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养 侵入肝、脾、肾三条阴经，而引起脾胃虚
生之道。春季是养阳的起始阶段，尤其 寒、脾肾阳虚，出现如腹痛、腹泻、消化不
害怕损伤阳气，气温忽冷忽热的当下，保 良等一系列症状。
暖是此时养生第一要务，故民间一直有
因此，春季千万不要过早地裸露脚
“春捂秋冻”的说法。中医理论认为，
“人 踝，要保护好自己的踝部、脚部，以免寒
老腿先衰，腿衰足先寒”，脚是人的“第二 湿入侵而伤身。通常情况下，春天温度
心脏”，脚踝部位分布着淋巴、血管、神经 达到 18℃以上且能够持续两周以上时间
等重要组织，春天虽然气温相比冬天有 （期间不降温，不能有明显温差），才可以
所上升，但寒气始退，气温变化无常，脚 逐渐脱掉冬天的厚袜、长袜，换上短袜，
踝的皮下脂肪极其薄弱，很容易受到冷 像北京以及北方的一些地区，春季持续
空气的侵袭，如果脚踝长期暴露于外，很 时间短，建议穿衣还是要尽量上薄下厚，
容 易 造 成 脚 踝 部 做好足部的保暖，同时建议大家可以坚
健康常识 血管收缩，寒湿之 持用热水泡泡脚，以助阳气升发。

七条自测老年耳聋
高志强
老年性耳聋是指听觉功能随年龄增长逐渐
减退而导致的听力下降。有研究显示，老人中
老年性耳聋的发病率高达 30%~60%，而且患病
数量逐年增高。由于患病人群基数大，发病率
高，且有很多老人忽视听力损失的危害，放任其
发展，导致了一系列不良后果。
导致老人耳聋的原因，除了听觉系统的自
然老化，还与以下因素有关：遗传因素（使听觉
系统易受损）、动脉粥样硬化（导致耳蜗微动脉
阻塞）、摄入过多饱和脂肪酸（加重动脉粥样硬
化）、糖尿病（导致耳蜗血管内皮增生，降低血
供）、吸烟（加重动脉粥样硬化）、噪音以及耳毒
性药物。
由于老年性听力损失是逐渐发生的，因此
易被忽视。那么，该如何及时有效地发现自身
的听力损失呢？老人可通过以下情况自检：
1.在正常音量下看电视会听漏一些词语；2.
鸟叫声听不见了；3.面对面交流时经常打岔或
要求对方重复；4.在人多嘈杂的餐厅时很难加
入对话；5.不分场所，说话的音量会不自觉加
大；6.打电话不顺畅，经常要求对方提高音量；7.
出现耳鸣、失眠、眩晕症状。
如果老人出现以上情况，就可能存在听力
损失，应及时到医院进行专业检测和治疗：
积极治疗基础病，有效防治糖尿病和心血
管疾病可改善和延缓老年性听力损失；注意饮
食，少吃高脂肪食物，避免抽烟、喝酒；避免接触
强噪声，避免长时间或强音量使用耳机；避免使
用耳毒性药物；定期检测听力。
根据听力下降程度，助听器成为老年性听
力障碍的最主要干预手段。听力损失时间越
久，大脑听觉言语中枢对声音的反应就越差，老
人长时间听力损失不仅造成听力障碍，还会导
致沟通障碍、心理障碍、出行安全等一系列问
题。尽早配戴助听器可改善听觉状况、克服言
语交流障碍、防止听觉语
颐养天年 言中枢退化。

露着脚踝，
露着脚踝
，冻出一身病

保健品能否缓解脂肪肝
吴培
读者李先生问：我父亲最近检查发
现脂肪肝，有朋友推荐他使用某种护肝
类保健品，说是可以治疗脂肪肝，请问
靠谱吗？
专家解答：不靠谱。保健品不是药
品，它顶多起到一
专家释疑 定的辅助作用，依
靠保健品来改善

脂肪肝属于伪科学。对于具有敏感体
质、肝功能异常的人来说，过度服用保
健 品 还 可 能 会 增 加 肝 脏 负 担 ，适 得 其
反。所以，想要控制和改善脂肪肝，要
从引起脂肪肝的因素着手，调节自身的
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至于脂肪肝患者
到底要不要吃药、吃什么药，应该遵循
医嘱。

每天健步走，
每天健步走
，轻松活到八十岁
王兴旺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有益长寿。美国心脏
病学会第 68 届年度科学会议上公布的一项新研
究发现，每天健步走（快走）可使 70 岁的人活过
80 岁的几率翻倍。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研究员谢
默斯·惠尔顿教授及其研究小组对 6500 多名 70
岁以上参试者 18 年间的医疗记录进行了深入分
析。研究人员要求参试者定期在走步机或固定
自行车上尽力锻炼，对他们的运动压力进行测
试，并依据参试者的运动量及心脏病风险因素
将其分组。在为期 10 年的追踪调查期间，39%
的参试者离世。对比分析结果显示，每天进行
健步走的人活过 80 岁的可能性是不运动者的两
倍。即便考虑到心脏病风险因素，这一结果也
依然成立。
惠尔顿教授表示，新研究结果表明，健身水
平是预测寿命和健康的重要指标，临床医生可
以将其纳入就诊流程中，通过询问老年患者的
运动规律来评估他们的运动压力。这种诊断方
法具有低成本、低风险和低技术的优势。专家
提示，对没有高血压、高胆固醇、糖尿病和吸烟
等心脏病风险因素的人群而言，如果不运动，其
早亡风险也与有 3 种以上
医学发现 风险因素的人群相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