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豆腐、黄豆、坚果等植物蛋白

早期绝经率下降 60%
������近日， 一项发表在 《美国流行
病学杂志》 的新研究指出， 女性经
常吃豆腐、 黄豆、 坚果等富含植物
蛋白的食物， 能使早期绝经率下降
60%。

如今， 在英国， 女性中每十人
就有一人在 45 岁以前绝经， 而这
会增加心脏病、 骨质疏松症以及认
知衰退等疾病风险。

该研究发起者， 美国哈佛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和美国马萨诸塞州阿
默斯特学院的科学家们， 通过 20 年
时间跟踪调查了直到绝经后的 11.6
万名女性。 结果发现， 那些平日摄
入至少 9%植物蛋白 （如豆腐、 大
豆、 坚果、 全谷物） 的人， 比摄入
少于 4%植物蛋白的人， 早期绝经
的发生风险下降 60%。 研究人员表
示， 女性们可以通过调整膳食结构
并坚持， 达到推迟绝经的目的， 而
每周做几天素食者则很可能受益。

石纤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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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营养

益气 红枣煮粥利安神
“我每天上好几节课， 老是感

觉浑身无力， 有时还会出现头痛、
头晕的现象。” “我老是失眠， 上
床后要很久才能入睡， 实在痛苦。”
类似的烦恼经常发生在工作压力较
大的教师身上， 他们需要多吃益气
补血的食物， 如红枣桃仁粥、 乌鸡
汤、 黄芪茶等， 建议老师们动手煲
上一碗或泡上一杯吧。

补脑�天麻鱼头宜常喝
教师一天到晚都在用脑， 最应

该补充富含人体必需氨基酸的食
物 ， 如鱼和牛奶， 以保证精力充
沛， 提高思维能力。 在此给教师推
荐一款健脑汤品———天麻鱼头汤，
做法是先将鱼头用料酒、 盐 、 酱
油、 姜片等调料腌制半小时， 同时
将天麻、 川芎、 黄芪、 玉竹等药材
加上足量水用小火炖 1 个小时左
右， 使其味道慢慢熬出来。 然后将
铁锅烧热、 放油， 放入鱼头稍煎一
下， 再倒入熬好的汤， 加上切成方
块的豆腐， 以中火熬 20 分钟左右
即可， 秋季食用最为适宜。 日常饮

食中也需注意摄入一些富含磷脂的
食物， 如蛋黄、 大豆、 芝麻等， 也
能使大脑活动机能增强， 提高工作
效率。

润喉�莲藕南瓜最利咽
说话多、 喝水少， 讲课长期用

声过度， 可使教师的声带水肿、 充
血， 引发急慢性喉炎， 出现声音嘶
哑等症状， 因此， 辣椒、 大蒜等刺
激性食物及油炸煎炒食物要尽量少
吃， 有清热利咽作用的蔬菜水果，
如南瓜、 丝瓜、 芹菜、 莲藕、 雪梨
等则要多吃。 这里推荐一道铁板藕
夹， 外层莲藕脆， 夹心肉茸鲜， 再
浇上酱汁， 更是咸鲜可口。 此外，
课间也可泡上一杯山楂甘草茶或罗
汉果茶来清咽利嗓。

健肺�白色食材更滋润
教师有另一个别称叫 “粉笔

匠”， 形象地说明了他们一年到头

吃进粉笔灰无数， 对肺部健康很不
利。 日常膳食中宜增加胡萝卜、 木
瓜、 西兰花、 菠菜等深绿色或黄色
食物， 它们含有较多的胡萝卜素，
可以抗氧化， 有益于呼吸道黏膜健
康， 预防尘肺病。 此外， 还应适量
食用有助排尘的食物， 如黑木耳和
猪血。 再者， 偶尔煮上一碗银耳百
合粥或猪肺萝卜汤， 亦或来一杯川
贝杏仁饮就更能滋润肺腑了。

最后， 需要提醒的是， 由于长
年的辛劳工作， 老师容易患上胆结
石、 肾结石、 静脉曲张 、 咽炎等
“职业病”， 因此平日应注意养成健
康的饮食习惯。 应坚持吃早餐预防
胆结石发生； 保证每天喝 8-10 杯
水预防肾结石； 均衡饮食的基础上
尽量多吃鱼类和新鲜蔬菜水果， 保
持血管弹性； 少辛辣， 少饮酒， 少
喝咖啡、 浓茶等刺激性饮品。

国家公共营养师 龚庆芳

尿结石是成人泌尿系统的常见
疾病， 其发生与膳食之间有着密切
关系， 预防尿结石的合理膳食应包
括以下六点。

增加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的摄
入多少与尿结石发生率呈负相关，
增加膳食纤维摄入可减少尿中的草
酸钙和尿酸， 降低草酸钙结石和尿
酸结石的发生率。 日常生活中应做
到粗细搭配， 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
五谷杂粮和新鲜蔬菜。

吃含钙食物 低钙会使骨溶解
大于骨生成， 导致血钙、 尿钙升
高， 促进草酸和钙在尿道内的沉
积， 增加尿结石的发生率。 因此，
每日膳食中可增加一些含钙食物，
如紫菜、 鱼、 虾、 海带等。

多吃蔬菜水果 研究表明， 维
B6 可减少尿中草酸钙结晶的形成，
维 K 可降低尿中草酸的含量。 绿
色蔬菜和水果如苜蓿、 菠菜、 卷心
菜等富含两种维生素， 可适当多吃
一些。

少吃含大量草酸食物 人们应
避免过多摄入含草酸丰富的食物，
如巧克力、 咖啡等， 以减少肠道对
草酸的吸收， 降低血液和尿液中的
草酸含量。

减少动物蛋白的摄入 过多摄
入动物蛋白可促进草酸和钙在尿液
中的含量， 降低尿液 pH 值而增加
尿结石的发生率。 肉类、 蛋类应控
制在每日 40-60 克， 牛奶 250 毫升
即可。

不吃高盐食物 高盐食物可引
起尿钙增加， 减少枸橼酸盐的排泄，
从而增加尿结石的发生率。 平时应
注意多喝水， 烹调食物时尽量少放
盐， 不吃咸味、 腊味等高盐食品。

陕西省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主任医师 魏开敏

������我对儿子小时候发生的芒果过敏
（嘴唇和脸颊红肿渗出几乎破溃） 记忆犹
新， 直到现在， 他吃芒果时我还忍不住提
醒他注意避免嘴唇或脸颊接触芒果汁液。

与鸡蛋、 牛奶等食物引起的过敏症
状不同， 芒果引起过敏时的症状通常出
现在嘴唇周围、 脸颊等接触到芒果汁的
局部皮肤或粘膜， 又叫过敏接触性皮炎。
症状轻重不一， 从红肿、 痒麻、 皮疹到
严重水肿； 症状出现时间也不一样， 有
的很快出现 （速发型）， 有的次日才越来
越明显 （迟发性过敏）； 症状有时也可能
累及胃肠道和呼吸道粘膜等。

芒果中引起过敏接触性皮炎的成分
很复杂， 目前不完全清楚， 但已经注意
到芒果蛋白酶、 漆醇、 羟基苯等致敏物
质， 它们在芒果树浆和芒果皮中含量较
多， 在芒果果肉含量较少或不含。 只要
避免芒果汁液 （特别是靠近芒果皮的汁
液） 接触嘴唇和脸颊等敏感部位， 就可
以避免敏接触性皮炎。 因此， 把芒果果
肉切成小块， 用牙签或勺子直接送入口
中， 而不是拿起芒果边撕皮边啃咬， 可
以避免芒果过敏。 不过， 这种做法并非
万无一失， 因为也有个别人对芒果果肉
过敏， 这类人群则不要接触或食用芒果
才是万无一失的做法。

大连市中心医院营养科
主任医师 王兴国

老师，
多吃护肺健脑佳肴

������ “从来都没想
过购买散装豆制品
会有安全风险。” 退
休后的王大姐每天
早上都会到菜场买
一份豆腐或豆干等
豆制品 。 最近 ， 为
防范豆制品 “裸奔”
散装销售可能被二
次污染的风险 ， 长
沙市食药监局发布
《关于进一步规范豆制品米粉
湿面生产经营监督管理的通
告》， 要求入市豆制品从 2017
年 9 月 1 日起严格实施 “穿衣
戴帽” 包装销售， 做到 “生产
有记录、 信息可查询、 流向可
追踪、 责任可追究”， 全面实
现来源可追溯。

8 月 30 日， 长沙市豆制品
协会召开产品升级发布会， 利
利平、 德茂隆、 香湘食品等豆
制品生产厂家已将可溯源的二
维码附加包装之上， 方便消费
者查询。 升级后的豆制品透明
真空包装上贴着一张白纸黑字
的标识 ， 上面写明 ： 食品名

称 、 食用方法 、 配料 、 生产
商、 生产许可证、 执行标准、
保质期 、 生产地址 、 营养成
分、 生产日期以及二维码。 同
时， 消费者用手机一扫， 立马
就能显示该豆制品的相关信
息， 包括： 许可证编码、 生产
者名称 、 住所 、 社会信用代
码 、 日常监督管理机构和人
员、 食品类别、 发证日期、 法
定代表、 有效期、 发证机关等
信息。

据悉， 目前长沙市 9 个豆
制品生产基地和所有获证生产
企业已全面实行包装批销。

陈伟

预防尿结石
合理膳食六要点

�������平日里， 辛勤的老师们周而复
始地上课、 改作业、 写教案， 往
往容易忽略自己的身心健康， 9 月
10 日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 根据
教师的职业特点， 推荐以下几道
利咽护肺、 健脑安神的佳肴。

小块吃芒果 不易过敏 9 月起长沙豆制品
实施“穿衣戴帽”包装销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