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民营养周，湖南在行动”
教你“吃”出健康

早餐吃腻了包子馒头 ，
不妨来点新鲜美味的水果三
明治吧！

食材： 吐司 4 片、 猕猴桃
1 个、 草莓酱、 菠萝酱各 1 大
匙。

步骤：
1、 将猕猴桃去皮切片 ，

将吐司片切去四面的硬边 ，
取 1 片吐司片涂上草莓酱， 盖
上 1 片吐司片。

2、 在吐司片上放上猕猴
桃片， 再盖上 1 片吐司片， 上
面涂上菠萝酱， 再取最后 1 片
吐司片盖在最上面。

3、 将吐司对切 2 次， 切
成 4 小块三角形， 取 4 根牙签
插入其中固定。

叶子

者
肿
瘤 患 饮食调理②

08 ２０17年5月16日 星期二� 编辑：袁小玉 邮箱：yuanxy123@126.com 版式：谢敏智

饮食营养

������全谷物是指未经精细化加工或
虽经碾磨、 粉碎、 压片等加工处理
后仍保留了完整谷粒所具备的谷皮、
糊粉层、 胚乳、 胚芽及其天然成分
的谷物。 说白了， 就是谷粒完整的
谷物， 比如胚芽米、 小麦、 玉米、
大麦、 燕麦、 黑麦、 黑米、 高粱、
青稞、 黄米、 小米、 粟米、 荞麦、
薏米等， 均是全谷物的良好来源。

那么， 全谷物与精白米、 面相
比， 营养好在哪儿呢？

预防脚气病 东南亚地区曾爆
发过大规模的脚气病， 就是因为居
住者长期食用精白米导致体内缺乏
B 族维生素引起的， 尤其是维 B1

缺乏， 表现为周围神经炎、 感觉运
动障碍等神经系统症状。

缓解便秘 全谷食物富含膳食
纤维， 可促进肠蠕动， 特别适合压

力大、 运动不足的白领们。 保持大
便通畅既可以排毒养颜， 又能为身
体填补能量。

降低血糖 全谷食物可延缓餐
后血糖升高速度， 在控制全天总能
量的前提下， 每天给予 85 克全谷
食品干预， 3-6 个月后对于糖耐量
受损、 超重肥胖者均会出现空腹血
糖或餐后血糖降低。

预防冠心病、 脑卒中 燕麦、
大麦等全谷食品， 对于血脂调节有
明显作用， 还可以降低血压， 从而
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

帮助减重 增加每餐主食中的
全谷比例， 可以增加饱腹感， 吃得
少， 肉肉自然就长得少了。

需要强调的是， 全谷虽好， 不
可多吃 。 《中国居民 膳食指南
（2016）》 推荐， 每日全谷和杂豆类

的摄入量在 50-150 克为宜， 吃得过
多也会影响钙等其他营养素的吸收。

下面为大家介绍杂粮饭团的制
作方法：

食材 ： 大米 80 克 ， 黑米 10
克， 黄米 20 克， 小米 10 克， 玉米
半个， 海苔适量。

步骤：
1、 大米、 黑米、 黄米、 小米

淘洗干净， 浸泡 20 分钟， 电饭煲
将米饭焖熟后晾温即可。

2、 将玉米粒剥下来， 蒸熟晾
凉。

3、 戴上一次性手套， 将适量
玉米粒包在饭中， 再捏出各式各样
的形状。 最后在饭团下方放一小片
海苔即可。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护师 吴日娜

调整饮食结构
对于疾病康复意义大吗？
《指南》 提出， 富含蔬菜水果、

全谷物、 禽肉和鱼的膳食结构与富
含精制谷物、 红肉和加工肉、 甜点、
高脂奶类制品和油炸薯类的膳食结
构相比， 可以使乳腺癌患者的总体
病死率降低 43%。

专家点评： 乳腺癌类型及分期、
治疗方式、 营养支持效果等均会影
响患者生存质量。 单纯调整饮食结
构并不能作为成功克制乳腺癌的唯
一因素， 然而在及早发现、 及早有
效治疗的基础上， 再加上科学合理
的饮食结构， 比如 《指南》 中推荐
的地中海饮食结构， 则有助于提高
乳腺癌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

如何达到
每天降低 20%的膳食能量目标？

《指南》 提出， 低脂饮食 （脂
肪占总热量的 15％以下） 与乳腺癌

的无复发生存有关。 每降低 20%的
膳食能量， 就能降低 24%的乳腺癌
复发风险。

专家点评： 一般情况下， 早中
晚餐所提供的热量为 30%、 40% 、
30%。 要实现上述目标， 则应合理
调整三餐的供热比， 适当减少晚餐
进食量， 改为早餐 25%， 午餐 35%，
加餐 5% （上午或下午）， 晚餐 15%。
其 次 ， 增 加 蛋 白 质 的 摄 入 量
（20%）， 降低碳水化物的比例 （50%
-55%）， 并增加膳食纤维摄入量。

吃肉类会促进肿瘤生长？
《指南》 提出， 在乳腺癌患者

治疗、 康复和长期生存的过程中 ，
适量的蛋白质摄入十分重要。 一些
患者却担心肥胖会引起雌激素偏高，
所以尽量不吃肉类。

专家点评： 乳腺癌患者保持适
宜的肉类蛋白摄入， 能够维持机体
营养状况， 每日摄入的畜禽肉类在
40-75 克较合理。 鱼、 瘦肉、 去皮

禽肉 、 蛋类 、 低脂和无脂奶制品 、
坚果和豆类等食物是优质蛋白质的
来源。

豆浆到底能不能喝？
《指南》 推荐乳腺癌患者食用

豆类制品， 但网上有说法称喝豆浆
会导致乳腺癌， 到底该不该喝豆浆？

专家点评： 大豆及其制品中含
有大豆异黄酮， 流行病学资料表明，
除乳腺癌外 ， 大豆异黄酮对胃癌 、
结肠癌和卵巢癌也有降低危险度的
作用。 综观国内外研究资料， 迄今
尚未发现有关多食大豆及其制品会
增加乳腺癌危险性的报道。

我国居民以往大豆及其制品的
摄入量为 8-13 克/天 ， 尚未达到中
国营养学会推荐的 30-50 克标准 。
400 克豆浆约相当于 50 克大豆及其
制品， 这个量不仅安全而且必需。

2017“全民营养周”提倡全谷物

全谷物营养好在哪？

低脂饮食
降低乳腺癌患者复发风险

��������2017年 2月， 中国预防医学会妇女保健分会乳腺学组组织专家对全球相关领域
循证医学证据进行了系统回顾， 结合我国乳腺癌患者特点， 制定了 《中国乳腺癌患
者生活方式指南》 （以下简称“指南”）， 其中谈到乳腺癌患者营养问题。 本期我们
邀请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营养科教授赵长海就相关问题作点评。

自制
迷你水果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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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多数中国家

庭都以白米饭、 白馒
头为主食的日常饮食习
惯， 今年的“全民营养周”
强调了全谷食物营养的重
要性。 对于全谷物，

你了解多少呢？

�����本报讯 （记者 尹慧文 通
讯员 张胜康） 每年的 5 月第
三周为 “全民营养周”， 今年
宣 传 主 题 为 “全 谷 物 ， 营
养+， 开启营养健康谷物新时
代”。 5 月 14 日， 湖南省营养
学会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举
行 2017 年 “全民营养周， 湖
南在行动” 启动仪式， 向广大
群众宣传营养知识， 倡导平衡
膳食、 合理营养、 适量运动的
健康生活方式。

中南大学营养与食品卫生
学系主任胡敏予教授建议， 每
人每天摄入的食物要多样， 以
谷类为主， 每天的膳食应包括
谷薯类、 蔬菜水果类、 畜禽鱼
蛋奶类、 大豆坚果类等食物，
平均每天摄入 12 种以上食物，
每周 25 种以上。 每天摄入谷
薯类食物 250-400 克， 其中全
谷物和杂豆类 50-150 克， 薯
类 50-100 克。

专家建议， 蔬菜、 水果应
占据餐盘半壁江山以上。 每天
应保证摄入 300-500 克蔬菜，
深色蔬菜应占 1/2。 天天吃水
果， 保证每天摄入 200-350 克
的新鲜水果， 果汁不能代替鲜
果。

据悉 ， 2017 年 “全民营
养周， 湖南在行动” 系列活动
从 5 月 14 日开始至 20 日结
束。 活动期间， 全省各市州将
联动开展营养上电视、 专家访
谈、 科普讲座以及全民营养周
走进学校、 全民营养周走进社
区等系列活动， 并通过 “互联
网+科普 ” 矩阵平台 ， 围绕
“新版膳食指南” 主题开展科
普及公益活动， 向市民传递贴
近生活实际的营养与健康生活
科普知识。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营养科教授 赵长海

指导
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