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俗话说 ， “冬季进补 ， 开春打
虎”。 要提醒大家的是， 进补要讲究
科学， 应走出以下七大误区。

误区 1： 什么人都应进补
中医认为， “虚者补之”。 冬季

进补主要适用于因自身机能欠佳或营
养缺乏出现虚弱表现的某些正常人和
亚健康人群以及必须采取营养支持和
饮食疗法的患者， 以补充不足和虚
弱， 而其他健康人则无需考虑进补。

误区 2： 补品直接进食即可
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有赖于健全

的胃肠功能， 如果脾胃不好， 补得再
多、 再好， 也无济于事。 故冬季进补
之前， 一定要调理好脾胃， 对于虚不
受补或平时脾胃功能较差的人来讲，
则需要事先 “底补” 再进补。

误区 3�可大量吃羊肉、 狗肉冬补
羊肉、 狗肉是御寒佳肴， 不过二

者均属温热之品， 过食容易使人 “上
火”， 要注意控制量。

误区 4： 只有进补温肾壮阳的食
品才对

其实 ， 抗寒产热的食品还有许
多， 补充富含钙和铁的食物可提高机
体的御寒能力， 前者如牛奶 、 豆制
品、 贝壳、 牡蛎等， 后者如动物血、
蛋黄、 黑木耳和红枣等。

误区 5： 补品价格越高， 效果越好
价格高低并不完全代表疗效高

低， 高价补膏大多加了价格昂贵的中
药材， 如龟板、 鳖甲、 虫草、 藏红花
等， 如不对症， 则不会显出特殊效
果。 还有一些价格昂贵的传统补品，
如燕窝、 鱼翅之类， 其实并无奇特的
食疗作用， 并非是好的营养补品。

误区 6： 什么情况下都可以进补
凡有感冒、 发热、 不思饮食、 消化不
良、 呕吐、 腹泻等病症， 以及急性病
和慢性病发作者， 都应暂停服用任何
补品， 待病愈后再进补。

误区 7： 食补和药补只要自行调
配就可以了

无论食补还是药补都应在具有执
业资格的中医师和中药师指导下使
用， 切莫自作主张， 随意乱补， 以免
发生不良反应， 甚至毒副作用。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宁蔚夏

������ “冬至大如年”， 苏州人很重
视过冬至。 祭拜祖先 ， 吃 “冬至
团 ” 是必不可少的 。 冬至节前 ，
苏州家家户户磨粉制团， 以糖肉、
菜果 、 豆沙 、 萝卜丝等为馅料 ，
名为冬至团。 冬至团寓意为 “团
团圆圆 ” ， 吃冬至团也是保佑平
安， 祈求好运气。 隔夜喝了冬酿
酒， 早起吃过冬至团， 一年之中
的寒冬开始了。

冬至夜， 全家人团聚在一起，
要吃 “冬至团圆饭 ” 。 菜特别丰

盛， 且菜名取得都十分喜庆吉利。
蛋饺称 “元宝”， 肉圆称 “团圆”，
线粉称 “金链条 ” ， 鸡称 “朴朴
腾”， 鱼称 “吃有余”， 黄豆芽称
“如意菜”， 青菜称 “安乐菜”， 饭
内放黄豆， 称 “元宝饭”， 饭碗内
预先放两只热荸荠 ， 吃饭时夹出
来， 称 “掘元宝”。 这顿饭吃出的
是美味与祥和。

苏州人一年四季要吃四块肉。
春吃酱汁肉 ， 夏吃荷叶粉蒸肉 ，
秋吃扣肉， 到了冬至时就得吃酱

方。 所谓 “方”， 方肉， 大肉也 ，
无方不成肉。 这酱方好不好 ， 关
键就在于方不方， 然后就是酥烂
程度 。 主料是五花肉 ， 采用腌 、
煮、 焖、 蒸等烹饪方法而成 。 这
酱方肥肉爽滑不腻， 瘦肉香而滋
润， 肉皮入口即化， 吞下去满口
余香。

这些美味的冬至食谱 ， 延续
着渊远的吴地风情， 诠释着民俗
文化里的古老与别样。

张帮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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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营养

������进入冬季， 雾霾天又开始频
繁出现。 灰蒙蒙的天， 呛鼻子的
味道 ， 让人心情低落 、 情绪烦
躁。 最让人担心的是， 雾霾可能
会导致呼吸道疾病， 增加心脑血
管疾病以及罹患肺癌的风险。

首先， 我们应明白， 空气中
的雾霾， 只是我们身体所面临的
多重健康危害因素之一。 癌症专
家支修益教授说到， 室内也有很
多可能导致肺癌的因素， 比如香
烟的烟气 、 烹调的油烟 、 家具 、
装修材料和衣物用品散发出的挥
发性有机物 （VOC）、 不合格装
修石材中的氡气、 装修材料中的
石棉 ， 它们都会增加肺癌的危
险。 除此之外， 精神压力、 坏情
绪、 熬夜、 缺乏运动、 食物营养
不合理、 饮酒过度等很多有害健
康的因素， 也会增加心脑血管疾
病和癌症的风险。 只不过人们往
往忽视这些因素， 而把所有的情
绪都发泄在雾霾上而已。

虽然雾霾无法在短期内解
决， 但其他很多问题都是我们可
以控制的。 比如合理的饮食， 就
能让我们的身体在同样的环境
下 ， 比别人拥有更大的抵抗力
量。 笔者搜索文献， 发现了许多
与营养、 肺癌、 饮食等关键词有
关的文章。 比如， 2016 年发表在
《中国肿瘤 》 上的一篇文章 ， 收
集了国内发表的从 1974～2016 年
期间的 600 多篇文章， 对肺癌及
饮食行为习惯进行了汇总分析 。
结果发现， 吃某些食物会减少肺
癌的发生率， 具体可参看如下：

蒜类蔬菜 蒜类食物能阻断
或减少亚硝酸盐转换成致癌的亚
硝胺化合物， 还有利于阻断部分
有毒化学物和重金属的致癌作
用。 另外， 蒜类食物中富含硒和
锗等微量元素， 也是预防和抑制
癌症的因素。 在不过分刺激胃肠
和黏膜的前提下， 不妨在做凉菜
的时候加点蒜泥， 吃面食的时候
配点生蒜， 炒肉炒菜的时候加点
蒜苗、 青蒜， 经常把蒜类食物纳
入我们的餐单。

新鲜蔬菜水果 蔬菜水果中
的部分维生素、 类胡萝卜素和多
酚类物质都具有抗氧化作用。 多
吃新鲜蔬果有利于防止氧自由基
对人体的伤害， 对预防慢性病和
部分癌症有重要作用。 蔬果总量
达标非常重要， 每增加 1 份蔬果
总量、 水果和蔬菜， 分别可以降
低肺癌风险 3%、 5%和 3%。 而
在此基础上， 每天吃深绿色叶菜
和十字花科蔬菜尤其有利， 流行
病学研究表明， 它们能有效降低
患肺癌的概率。

每天保证吃一斤蔬菜、 半斤

水果。 尽量挑颜色比较浓重的品
种， 因为颜色深的蔬果往往抗氧
化性也比较强。 比如深绿色的小
白菜、 芥蓝、 油菜之类， 就比浅
色的大白菜好； 草莓、 桑葚之类
富含花青素的紫红色水果， 在同
样食量时效果就比桃子、 梨子之
类强； 黄桃比白桃强， 紫薯比白
肉甘薯强。

富含 ω-3 的鱼类 鱼类食物
中的 ω-3 脂肪酸有降低炎症反应
的作用。 国外研究发现， 在污染
环境中的老年人在增加 ω-3 脂肪
酸之后 ， 和没有增加的人相比 ，
心血管方面的指标会有所改善 。
对于没有贫血问题的人来说， 可
以调整鱼和肉的比例， 多吃点鱼
类 ， 减少升高炎症反应的红肉 ，

特别是饱和脂肪酸比例高的牛羊
肉 。 不过 ， 考虑到水体污染问
题， 过量食用鱼类和海鲜河鲜食
物的安全性也令人担心。 建议每
周吃 2 次鱼， 其他海鲜河鲜每周
1 次就可以了。 同时， 为了保护
其中的 ω-3 脂肪酸， 建议尽量用
清蒸 、 炖煮 、 烤箱烤等方式烹
调。

茶水 喝茶也有抗氧化作用，
对肺癌发病具有保护作用。 曾有
研究证明， 各种茶均能显著阻断
致癌物亚硝胺合成， 阻断效率依
次为乌龙茶>绿茶>红茶>花茶。

南方医科大学的研究证明 ，
食用含亚硝酸盐的食物后， 早期
饮茶可以显著减少胃内亚硝酸盐
的含量， 但当亚硝酸盐经胃吸收
进入血液后再饮茶， 效果大打折
扣。 每天都喝茶， 用茶水替代甜
饮料和加糖咖啡。

豆类和豆制品 部分国外流
行病学研究表明， 摄入豆类和豆
制品可能有利于降低肺癌风险 。
可能是因为， 用豆类和豆制品替
代一部分红色肉类的食物， 有利
于降低炎症反应， 增加抗氧化物
质和膳食纤维的供应。 我国膳食
指南推荐每天吃相当于 25 克大
豆 （黄大豆、 黑大豆） 的豆制品
（1 碗豆浆或半碗水豆腐）， 这一
措施对于预防糖尿病和心脑血管
病也有好处。

除此之外， 研究结果还谈到
了不利于预防肺癌的吃法。 主要
包括奶类吃太少， 常吃煎炸、 烟
熏和烧烤食品 ， 爱吃高胆固醇 、
高盐 、 腌制食物 ， 有饮酒习惯
（不论保健酒 、 护肝酒 、 红酒 ，
只要摄入酒精就会增加患癌症的
风险） 等。 特别提醒的是， 膳食
补充剂不一定有益处， 甚至还会
有害。 部分研究表明， 大量服用
β-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E 补充剂可
能会增加肺癌风险， 吸烟的人尤
其需要注意。

中国农业大学 吴佳 范志红

怎么吃能预防肺癌？ 走出冬补七大误区

苏州人的冬至美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