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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让肺
“报废”
快
王昆

发胖加速肺功能衰退
西班牙巴塞罗那全球卫生
研究所的一项新研究表明，
体重
增加会加速肺功能衰退，
该研究
结论发表在《胸腔杂志》上。
研究通过对来自欧洲和
澳大利亚 3700 名 20~44 岁间
的中青年志愿者，进行平均为
期 20 年的追踪发现，
中年时期
体重增长多，老年后肺功能下
降速度快；而在整个成年时期
保持稳定健康体重的人，变老
后肺功能的下降速度慢得多。
研究人员表示，超重与肺
功能降低存在关联性有两种可
能原因：
腹部和胸部堆积大量脂
肪会限制吸气时肺的空间扩张；
脂肪生成的炎症性化学物质会
损害肺功能并缩短气道直径。
研究者提示，在成年期保持良好的肺
功能对于预防慢性呼吸道疾病至关重要。
而通过减肥，可以逆转超重和肥胖对肺部
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
肥胖，
肥胖
，致癌因素之一
肥胖是明确的致癌因素之一，国际癌
症研究机构曾指出，身体脂肪过多和 13 种
癌症存在相关性，包括绝经后乳腺癌、子宫
癌、卵巢癌、结直肠癌、食道癌、胆囊癌、肾
癌、肝癌、胰腺癌、胃癌、甲状腺癌、脑瘤和
多发性骨髓瘤。
专家指出，癌症的发生与免疫功能异
常有关，而肥胖患者的免疫功能普遍都异
常。肥胖者大都有高胆固醇血症和高胰岛
素血症：
胆固醇升高
这会导致人体巨噬细胞膜的胆固醇含
量升高，使巨噬细胞吞噬细菌、病毒等病原
体和异物的功能下降。同时，淋巴细胞也
会因为细胞膜胆固醇、胰岛素过高，功能受
到抑制。
胰岛素过高
如果身体已有癌细胞，胰岛素过高会
显著促进癌细胞的增长繁殖。肥胖还伴随
着慢性炎症，脂肪细胞可充当肿瘤免疫逃
逸的保护伞。
此外，体内高脂肪还会引起与性激素
代谢异常相关癌症的发生，如乳腺癌、子宫
内膜癌等。
2019 年，
《美国医学会杂志》子刊刊登
的美国凯斯西储大学和凯斯综合癌症中心
的一项研究表明，肥胖相关癌症的发病年
龄，正在向 64 岁以下人群移动。
科学家对 2000 年至 2016 年间近 267 万
肥胖相关癌症案例和 345 万非肥胖相关癌
症案例进行对照分析后发现，在 65 岁以上、
50~64 岁、20~49 岁 3 个年龄组中，50~64 岁
人群患肥胖相关癌症的病例增加幅度最
大，其中女性增加了 25%，男性增加了近两
倍；而 65 岁以上人群患肥胖相关癌症的比
例有一定程度下降。
此前，美国一项针对 25~84 人群的肿瘤
发病数据也显示，在年轻人（25~49 岁）中，6
种与肥胖相关的癌症发病率显著增加。
肥胖分两种类型
英国《每日邮报》曾刊登过澳大利亚营
养学家李·霍姆斯新观点，身体各部位的脂
肪可能透露着不同健康隐患。
他认为，长胖意味着全身脂肪量的增
加，但如果某些部位脂肪堆积较为集中，可
能透露着不同的健康风险。比如：大腿、臀
部脂肪增加，可能是体内雌激素失衡导致；
腹部变胖，可能意味着压力过大或食物中
的碳水化合物过多；背部脂肪、上臂赘肉增
加，可能是饮食中缺乏蛋白质；小腿变粗、
水肿，可能是钠摄入过量。
这种观点很新颖，可供减肥者参考。
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导致肥胖的原因非常
复杂，大多由遗传、少动以及摄入过多能量
共同导致的。此外，一些内分泌疾病、不良
环境因素也是诱发肥胖的重要原因。
临床上，根据脂肪分布特点，肥胖主要
分两类：中心性肥胖是内脏脂肪增加，脂肪
多堆积在腹部，形成苹果型体型，腰围较
大；外周性肥胖，增加的是皮下脂肪，脂肪
多堆积在臀部，形成梨型体型。
两种肥胖类型中，中心性肥胖危害更
大，这是因为这种肥胖更易伤害内脏。
过多脂肪细胞沉积在肾脏，会影响其

净化血液的功能，严重时可能导致肾衰竭；
脂肪沉积在胰腺，可造成胰岛细胞脂化、功
能不全，引发糖尿病；脂肪沉积在肺，可导
致血氧量不足，
影响免疫功能。
科学减肥要满足三点
不少人在减肥过程中都会陷入“乱吃
减肥产品”
“盲目吃素挨饿”等误区，轻则体
重反弹，重则危害生命。其实科学减肥，最
好满足以下几点：
进行肥胖诊断和风险评估
根据诊断，调整不良生活方式，或治疗
引发肥胖的原发疾病。目前肥胖人群的减
重治疗包括生活方式调整、内科药物及外
科手术治疗等多种手段。
饮食注意热量和营养
推荐需要减脂者 3 种饮食方法：
高蛋白膳食模式：把饮食中的蛋白质

供给比例增加到 20%以上，多
吃瘦肉、蛋、禽、鱼等。
限能量平衡膳食模式：在
保证膳食平衡的情况下，减少
每种营养物质的摄入。
轻断食模式：1 周内 5 天正
常进食，其他 2 天（非连续）摄
取平常的 1/4 能量（女性约 500
千 卡/天 ，男 性 600 千 卡/天），
并且长期坚持。
普通的肥胖者，
一般建议选
用高蛋白膳食模式，
有肾病的患
者要用限能量平衡膳食模式，
无
法接受以上两种膳食模式的人，
可用第 3 种轻断食模式。以上
几种模式可间歇性混合用。
建议肥胖者用橄榄油、茶
油来烹调，吃零食前注意看食
品营养标签，学会计算食物能
量，
以控制热量摄入。
运动兼顾高效和安全
肥胖者制订运动计划前，先要做基础
疾病情况、体脂分布、肌力、运动耐力、柔韧
性等评估。
对于肥胖者来说，无氧运动和有氧运
动相结合是较好的运动方式，具体方法是：
先做无氧运动（如卷腹、仰卧举腿等）消耗
掉体内多余的糖，后做有氧运动（如快走、
骑车、游泳等）进一步消耗体内脂肪。
无氧运动每次 15 分钟到 20 分钟，有氧
运动半小时到 40 分钟，一周至少做 4~5 次，
最好坚持每天训练。此外，运动前先做牵
伸热身准备，运动中一定要注意安全，运动
后做舒缓的整理
运动。
健康话题
需谨慎控制，听从
医嘱进行饮食，配
合适量运动，才能
从根本上调节嗜睡
状态。
甲状腺功能减
退。老年甲减是由
于甲状腺激素合成
和分泌减少或组织
利用不足，导致全
身代谢减退的疾
病。老年甲减通常
起病隐袭，进展缓
慢，症状不典型，老
人可能出现反应迟
钝、兴趣减退、白天
嗜睡、肢体肿胀等
情况。甲减的诊断
依靠甲状腺功能检
查即可完成，确诊的老人要积极配合医生
治疗。
抑郁症。老年抑郁症患者夜间睡不
好觉，因而白天打瞌睡也是常见现象。该
类老人往往情绪低落、思维缓慢、拒绝表
达、白天嗜睡，家人要尽早识别，重视起
来，配合老人进行药物、心理等方面的治
疗，
最好常伴看护者，
避免让其独自在家。
用药不当。老人常服用的一些药物，
如降压药、降糖药、安眠药等，一旦过量或
与其他药物联合应用，也可能导致睡眠障
碍、神志异常等。因此，老人不可擅自换
药、添药，必须谨遵医嘱用药，有不适症状
及时与医生沟通。
心脑血管疾病。老人急性心肌梗死
的临床表现往往不典型，很多患者都以脑
循环障碍为首发症状，比如头疼。当老人
突发急性心肌梗死时，大脑缺血、缺氧，会
引起精神不振、爱打瞌睡等症状。老年高
血压患者如果血压突然升高，同时出现嗜
睡、头痛、烦躁、萎靡等症状，可能是脑水
肿和颅内压增高，要及时就医。严重心律
失常的老人会出现头晕、乏力、嗜睡、视物
模糊等现象，不可轻视。另外，老人脑血
管易出现动脉粥样硬化，一旦形成脑梗
死，
也会有昏昏沉沉、总是想睡的情况。
总之，老年朋友如果发现自己“春困”
情况比较明显，白天总是睡不醒、睡不够、
没精打采，需要先排查疾病，以免延误最
佳治疗时间。在春回大地之时，老人们也
不妨唤醒身体活力，多做些运动，以积极
的身心状态享受美好春光。

老人“春困
春困”
”提防几种病
王媛
“春困，秋乏，夏打盹”，如今这个时
节，不少老人进入春困期，加上疫情期间
出门活动减少，更是瞌睡连连。然而近
日，美国斯坦福大学一项新研究提醒，老
人白天嗜睡不是什么好事，会增加糖尿
病、癌症以及高血压等疾病的风险。老人
白天为何会嗜睡？以下是几种常见原因。
生活孤独单调。空巢和独居老人生
活孤独单调，日常生活能力降低，再加上
一些躯体疾病，往往不爱活动，易出现嗜
睡。建议这类老人打起精神，白天多出门
走走，找老友聊聊天，一起进行休闲活动，
消除寂寞的同时有助于减少困意。
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该病可引起
严重低氧血症及睡眠紊乱，最主要的临床
症状是夜间患者鼾声响亮而不规律，时断
时续，声音忽高忽低；白天不分时间、地点
嗜睡。有该病症的老人要及时就医，监测
睡眠，采取干预措施，
注意控制体重。
贫血。由于造血功能下降等原因，老
人易出现贫血，疲乏、困倦是最常见的症
状 ，还 可 能 伴 有 头 晕 、头 痛 、耳 鸣 、眼 花
等。老人多是缺铁性贫血，饮食上需多选
择含铁量高的食物，如牛肉、黑木耳、海带
等。若没有医生指导，不要盲目服用补铁
剂。
老年糖尿病。其起病隐匿，易漏诊，
仅有一些非特异性症状，如乏力、视力模
糊、外阴瘙痒等；出现低血糖时，表现为思
维迟钝、嗜睡、视物不清、步态不稳等。因
此，老人应定期检测
颐养天年 血糖，如确诊糖尿病

眼睛累，
眼睛累
，常喝两款茶
蓝森麟

宅家上网课，老师和学生都要用到电脑平板
或手机等设备，而且一上就是几个小时，容易导
致气血运行不畅，免疫力降低，尤其对颈椎、眼睛
影响特别大。特推推荐以下茶品护好眼。
杞菊绞股蓝茶。
杞菊绞股蓝茶
。取枸杞 15 克、杭白菊 10 克、
绞股蓝 15 克，一齐置于养生壶内，加入清水 1 升，
煎煮 40 分钟即可，代茶饮。茶味甘凉可口，能益
气健脾、化痰止咳、清热解毒、养肝明目。
黄芪杞枣茶。
黄芪杞枣茶
。取生黄芪 10 克、枸杞 15 克、红
枣 3 枚（去核），一齐置于养生壶内，加入清水 1
升，煎煮 40 分钟即可，代
专家建议 茶饮。本方能补益气血、
益精明目、宁心安神。

湿疹服茅根绿豆饮
井媛媛

湿疹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一种皮肤炎症反
应，发病人群广泛，不分年龄、性别和地域。中医
认为，本病主要与湿邪有关，湿可蕴热，发为湿热
之症，久之湿则伤脾，热则伤阴血，而致虚实夹杂
之症。急性湿疹多见湿热，慢性湿疹多为虚实夹
杂。一般来说，湿疹患者可常服有祛湿或清热作
用的方子。
取鲜白茅根 30 克、绿豆 50 克、泽泻 15 克、冰
糖 20 克。白茅根切段，与泽泻一起先煮 20 分钟，
捞去药渣，再入绿豆、冰糖，煮至绿豆开花蜕皮后，
过滤去渣取汁。每日 1 剂，温饮。
方中，白茅根味甘性寒，
《本草经疏》说其虽寒
而不犯胃，可生津止渴、清热利尿、止血止呕；泽泻
味甘性寒，可利膀胱热、直通水道、利水渗湿、泄
热；绿豆清热解毒；白糖生津润肺，还可调味。几
味合用，可起到清热除湿、凉血解毒的功效。本方
主治急慢性湿疹，症见皮肤瘙痒、发红、出现丘疹
或小米粒状红疹，伴口干少饮、小便色黄、苔黄腻、
舌质红，或湿疹日久不愈、皮肤粗糙变厚、身倦乏
力、苔腻、舌质淡嫩且胖、脉缓等。
日常生活中，湿疹患者应避免刺激皮肤，注意
清淡饮食，保持愉悦心情，
民间药方
多做展肩扩胸、深呼吸等
有益提升免疫的锻炼。

吃素预防尿路感染
林乐乐
全球每 100 人中就有 1 人受泌尿系统感染
（尿路感染）困扰，特别对于女性患者来说，它是
最常见的细菌感染类型，占所有感染的近 25％。
尿路感染的复发率较高，在年轻女性中约为 16％
~36％，在绝经后女性中达到 55％。近日，来自中
国台湾的一项新研究表明，少吃肉能有效预防尿
路感染。
中国台湾花莲慈济大学研究员林清隆（音）
博士的团队对当地约 1 万名佛教徒进行追踪研
究，参试者中约有 3200 人为严格的素食者。对
照分析发现，与不回避肉类的参试者相比，素食
者患上尿路感染的几率平均低 16％。其中，女性
素食者该风险低了 18％。研究结论发表在《科学
报告》期刊上。
研究人员表示，饮食之所以会影响尿路感染
的风险，是因为感染通常起源于肠道内的微生物
群。例如，由大肠埃希菌（大肠杆菌）引发的尿路
感染就占到总体的 65%~75％；猪肉和家禽肉类
则是大肠杆菌的重要来源。
美国纽约雷诺克斯山医院的泌尿科医师伊
丽莎白·卡瓦勒博士指出，烹饪时彻底将肉煮熟，
有助于杀死可能通过肉类传播的大肠杆菌。此
外，形成吃素的习惯可以增
医学发现 加饮食中的纤维含量，这也
有助于预防尿路感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