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糖友们而言， 如何吃得更健康一直备受关注。 英国最近颁
布的 《糖尿病预防及管理循证营养指南》 （以下简称“指南”）， 借
鉴了几项前瞻性研究结果， 给糖友饮食作出了详细指导。

������经常听到患者问医生 ： 我
这个病能不能吃 “发物”？ 那到
底什么是 “发物”？ 有哪些食物
属于 “发物”？ 今天就和大家谈
谈 “发物” 的话题。

“发物”这个词最早出现于明
代 从唐代开始到金元时期， 一
些医书中开始有了 “动风发热
之 物 ” 的 说 法 。 直 到 明 代 ，
“发物” 这个词在多部中医著作
中才开始频繁出现。 比如明·李
时珍 《本草纲目》、 清·陈士铎
《洞天奥旨》 等， 还有乾隆时期
官方编著发行的 《医宗金鉴》。
可见中医确实有 “发物” 的说
法， 只不过出现得比较晚。

中医对于“发物”缺乏明确分
类 上述中医著作中， 都只提到
了哪些病不能吃 “发物”， 却没
有指出哪些是 “发物 ” ， 因此
“发物” 的分类并不明确。 传统
的 “发物” 大致包括各类海鲜、
螃蟹、 淡水虾、 甲鱼、 牛羊肉、
鹅肉 、 鲤鱼 、 鳝鱼 、 雄鸡肉 、
芋头、 香菜、 韭菜、 春笋 、 香
椿， 甚至有些地方把猪肉、 鸡
肉和鸡蛋也算作 “发物”。

皮肤、疮疡科疾病需要忌“发
物” 通过对上述中医著作进行
总结， 需要忌 “发物” 的疾病
主要是皮肤、 疮疡科疾病， 比
如白秃疮 （头癣）、 杨梅疮 （梅
毒）、 下部湿疮 （湿疹）、 疟疾、
乳发乳漏 （乳腺炎或脓肿）、 白
屑风 （单纯糠疹 ） 、 油风 （斑
秃）、 瘰疬 （淋巴结核） 等。

在古代 ， 医生们一般不好
判断这些皮肤病患者对哪些东
西过敏， 只好笼统地要求他们
干脆不吃这些食物了。

只要不过敏，无需特意忌“发
物” 由于忌 “发物” 的疾病主
要为皮肤疮疡类， 因此， 对于
感冒 、 气管炎 、 肺炎 、 肝炎 、
高血压、 糖尿病、 冠心病 、 脑
梗死、 肿瘤等各种内科病患者，
“发物” 都可以吃。 “发物” 大
多是高蛋白食物， 有利于创口
恢复， 因此也适用于各种外科
手术术后食用 。 至于正常人 、
孕妇、 产褥期和哺乳期妇女自
然更加可以吃了。

服中药时能否吃“发物”依情
况而定 由于 “发物” 多属于动
风或温热的食物， 在服用中药
时， 一般对于中医辨证为属风、
属热的患者应尽量避免， 其他
证型的疾病则一般不需要忌
“发物”， 具体应听取中医师的
建议。
长沙市第一医院中西医结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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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柠檬水的
是是非非

喝柠檬水可加速身体新陈代谢、 改善体内
pH 值……夏天里， 不少人都喜欢喝柠檬水，
但你对它真的了解吗？ 近日， 美国 《预防》 杂
志对柠檬水的各种传言进行了解析。

1. 柠檬水能加速身体新陈代谢？ 不能。 喝
柠檬水对人体产生的间接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2. 喝柠檬水会刺激肝脏吗？ 不太可能。 目
前没有相关方面数据显示这样的结论。

3. 柠檬水可帮助身体维持 pH 值平衡？ 不
能。 吃的任何食物都无法改变血液的 pH 值。

4. 喝柠檬水能补充身体水分吗？ 能。 喝柠
檬水也是补充水分的一种方式。

5. 喝柠檬水能提升体内维 C 水平吗？ 一
点点。 这取决于你在水中放入了多少柠檬。 同
时， 柠檬还含有钙、 铁和钾。

6. 柠檬水适合作为果汁或咖啡的替代物
吗？ 当然。 新鲜柠檬水中没有放糖， 适合作为
市售果汁或含糖咖啡的替代物。

石纤 编译自美国 《预防》 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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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营养

生病了
能否吃“发物”？

������荷包肉是客家名菜， 又
名荷包胙或米沫肉， 是客家
人待客的席间主菜之一。 散
席客人回家之时， 主人总要
让他们捎上一些菜肴回家，
谓之 “回篮菜”。 而荷包肉
是做回篮菜的最佳选择， 一
是因它可久留， 即使客人山
路迢迢， 归途遥遥， 天气炎
热， 两天之内荷包肉也不会
变味， 二是它比起其他菜肴
显得更贵重， 又浑然一体 ，
不拖泥带水。

荷包肉的制作非常讲
究 ， 事先须将荷叶晾干备
用， 用前又要用水泡软， 以
防荷叶破损。 主料取自农家
饲养的土猪， 选中三层肥四
层瘦的五花肉 ， 将红的糯
米、 白的粳米、 莲子、 花生
仁、 大豆磨成粗粉， 酱油、

糖、 精盐、 甜酒、 胡椒粉、
花生油、 味精和肉汤等作香
料。 用荷叶垫笼底， 大块肉
蘸上香料， 加上米粉放在叶
上蒸。 先是大火猛蒸， 又用
荷叶一叶包一块肉， 连同米
粉， 重新回笼用小火再蒸。
久蒸之后， 肉块入口即化，
并带有荷叶的清香、 猪肉的
浓香、 糯米的幽香， 还有几
味佐料的烈香， 吃之油而不
腻， 香盈唇舌之间， 久而不
散。

客家人认为 ， 荷谐音
合、 和， 合欢花、 合家欢，
和美 、 和谐 、 祥和 ， 因此
他们用荷叶做包装制作菜
肴来待客 ， 来送亲友 ， 荷
包肉凝结了客家人的深情
厚谊。

王春玲

情深意长荷包肉

多吃全谷物及蔬果
少吃红肉、含糖饮料

全谷物食品 、 绿叶蔬菜和水
果、 一些特殊水果 （如蓝莓、 葡萄
和苹果）、 发酵乳制品、 咖啡、 茶
等已被认定为可逆转 2 型糖尿病发
生率的食物， 可以多吃。

红肉、 加工肉类、 土豆 （尤其
是炸土豆）、 含糖饮料、 精致碳水
化合物等会增加 2 型糖尿病风险，
应少吃。

鸡蛋、 坚果、 鱼 （包括对亚洲
人群有益的富含 ω-3 脂肪酸的深海
鱼） 对 2 型糖尿病几乎没有影响。

DASH等饮食结构
减少患病风险

前瞻性队列研究表明 ， 高脂
肪、 高升糖指数和低膳食纤维饮食
结构能增加糖尿病的患病风险； 相
反， 植物性饮食能减少糖尿病的患
病风险， 健康饮食超过 4 年的人也
能降低糖尿病的患病风险。

能减少 2 型糖尿病患病风险的
膳食结构包括地中海饮食、 DASH
饮食、 半素和纯素饮食、 北欧健康
饮食、 适量限制碳水化合物饮食。
其中， 地中海饮食 （天天吃五谷根
茎类、 水果、 豆类、 坚果、 蔬菜、
橄榄油、 酸奶等； 每周吃鱼肉>家
禽肉>蛋>甜食） 被证实能延迟 2 型

糖尿病初诊患者的药物使
用； DASH 饮食 （原则上增
加每日全谷物食品、 水果、
蔬菜、 鱼类的摄入量； 少油
脂， 尤其是减少动物油脂摄
入； 减少甜食、 糖分、 红肉
和食盐摄入） 不仅能控制血
压 ， 还 能 增 加 好 胆 固 醇
( HDL) 、 减 少 坏 胆 固 醇
(LDL)； 高膳食纤维饮食则
提倡每天额外增加膳食纤维
4~40 克， 以降低糖化血红
蛋白。

指南指出， 健康的膳食
模式应是： 能量限制到体重
减少 5%~7%， 减少总脂肪
的 摄 入 （ 能 量 占 比 小 于
35%）， 减少饱和脂肪酸的摄入 （能
量占比小于 10%）， 增加膳食纤维
的摄入 （大于 15 克/1000 千卡 ） ，
适当食用苦瓜 、 肉桂 、 芦荟 、 大
蒜、 姜黄等。

提倡“饮食个性化 +运动”

鉴于英国饮食结构与其他国家
不一样， 倡导的饮食标准和要求也
有一定的地域性， 所以该指南提倡
以上健康的膳食模式， 但也再次强
调没有一种饮食方式适合所有人，
糖友的饮食、 运动、 药物治疗均需
要个体化。

对于国人来说， 日常膳食安排

应参照中国营养协会设计的 “平衡
宝塔”， 做到平衡膳食， 食物多样
化， 即使对糖尿病有逆转作用的食
物也要参照宝塔推荐的量摄入， 这
样安排的饮食方案对国人更合理
些。 我们可以从英国指南中得到适
当借鉴， 在日常饮食中增加粗粮、
蔬菜的比例， 以优化饮食结构， 降
低糖尿病风险。 此外， 英国指南还
提倡应将膳食管理与运动结合， 保
证每天至少 30 分钟或每周至少 150
分钟的中等强度或高强度运动对糖
友才有意义。

湖南省肿瘤医院 主管营养师
谢燕平 （彭萍 彭璐 整理）

英国最新《糖尿病营养指南》发布

倡导个性化健康膳食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