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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部分人食用蛋白质方面
存在误区， 认为蛋白质是营养物
质， 应当多吃 ， 除了每天吃肉鱼
蛋奶外， 还另外补充蛋白粉 。 其
实，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因为食用
太多的蛋白质会加重肾脏负担 ，
长时间会造成肾损害。 再者， 现
在这个年代温饱已经基本解决 ，
大部分人不会缺乏蛋白质造成营
养不良， 所以根本没有必要大量
补充蛋白质。

蛋白质素有巩固身体 “水泥”
之称， 它的功用是修补及建造组
织， 唯有蛋白质才有修补组织功

能， 而婴幼儿期、 青春期、 怀孕期
等则须较多量的蛋白质。 蛋白质
是由许多胺基酸组合而成的， 某
些胺基酸在人体中可以自行制造，
但有一部分只存在于食物中， 所
以选择适当的食物， 对人体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以目前国人的饮食习惯来说，
蛋白质的摄取量还是超过营养学
会的建议量， 长期的蛋白质过量
对咱们的肾脏是个很沉重的负担，
还是少虐待肾脏为好， 否则坏掉
了可是救不回来的！ 如何修正自
己的饮食才能让身体的负荷减轻，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维持一天内蛋、
豆、 鱼、 肉类的总摄取量约 4 份左
右， 若是均衡的分配于三餐中， 大
概早餐可选择一个蛋或一块田字形
的豆腐， 大约为 1 份； 中餐可选择
一份主菜如排骨或一条小黄鱼或
者秋刀鱼， 大约为 2 份； 晚餐与中
餐差不多， 这样一天下来差不多为
4-5 份。 若是偶尔外出应酬也无所
谓， 只要前后餐稍微调整一下， 便
不至于超过太多。

浙江省温州市中医院肾内科
副主任医师 董飞侠

������健脾饼 60 克山楂肉、 60 克白
术、 30 克神曲， 共研成细末， 制
成如一元硬币大小的饼 ， 隔水蒸
熟、 晒干后即可食用。 每次吃 1-2
个小饼。 白术甘温， 有健脾益气的
功效； 神曲健脾和胃、 消食化积。
三种助消化的药合在一起， 适用于
肉食积滞、 脾虚食积、 小儿食积等
各种饮食积滞引起的消化不良。

板栗烧白菜 生板栗 10 枚左
右 ， 大白菜 200 克 ， 白糖 、 湿淀
粉、 花生油适量。 板栗煮至半熟，
捞出， 剥去外壳， 对半切开； 大白
菜洗净， 切长条块。 锅内留少许底
油烧热 ， 下板栗略炸后 ， 捞出沥
油。 下白菜翻炒 ， 将熟时放入板
栗， 略烧后勾芡调味即成。 白菜是
冬季的时令蔬菜， 营养丰富， 且具
有润肠通便的功效。 板栗虽长于补
肾， 但吃多了不易消化， 搭配白菜
食用则可弥补不足。

杏仁川贝炖瘦肉 选用苦杏仁
10 克、 川贝 5 克、 猪瘦肉 350 克、
生姜 3 片。 把猪瘦肉洗净切块， 苦
杏仁、 川贝洗净， 与生姜一同放入
炖锅 ， 炖煮 1 小时 ， 调入精盐即
成。 川贝有止咳化痰的作用， 与杏
仁合用不但具有润肺止咳的功效，
而且能清热化痰。

小米枣仁粥 将小米加水煮粥
至将熟， 加入酸枣仁， 搅匀煮开即
可。 每日早晚各一次 ， 加蜂蜜温
服。 小米具有和胃安眠、 滋阴养血
的功能， 尤其适合冬季怕冷的虚寒
体质者， 其富含的 B 族维生素还具
有防治消化不良及预防冬季口角生
疮的功效。

高峰

������营养饮食治疗是帕金森氏病
的辅助治疗之一， 目的在于维持
患者较佳的身体营养状况， 并通
过调整饮食， 使药物治疗达到更
好的效果。 帕金森的饮食需要注
意以下事项：

多吃谷类和蔬菜瓜果 通常
每天吃 300-500 克谷类食物， 如
米 、 面 、 杂粮等 。 每天大约吃
300 克的蔬菜或瓜类， 1-2 个中
等大小水果。

经常适量吃奶类和豆类 奶
类含丰富的钙质， 每天在晚上睡
前喝 1 杯牛奶或酸奶 。 多吃豆
腐 、 豆腐干等豆制品以及蚕豆
(尤其是蚕豆荚)。

限量吃肉类 每天摄入大约
50 克的肉类， 选择精瘦的畜肉、
禽肉或鱼肉。

服药半小时后进餐 通常服
用左旋多巴药物半小时后才进
餐， 以便药物能更好地吸收。 可
以在服药的同时吃一些低蛋白质
的食物如饼干、 水果或果汁等，
喝姜汁也有缓解恶心、 呕吐的效
果。 另外有的患者服药后会不自
主运动症状加重， 可以进餐时服
药 ， 通过延缓药物吸收减轻症
状。

适量饮水 由于帕金森病本
身和用药上的原因， 有的患者会
出现口干、 口渴、 眼干的症状，
每天应该喝 6-8 杯水及饮品。 充
足的水分对身体的新陈代谢有
利， 能防止便秘， 多排尿量能减
少膀胱和尿道细菌感染的机会。

吕斌

������吃腊味， 是江南人的传统。
把腊肉切下一小块， 洗净蒸熟
后切成薄薄的一片片摆在盘子
里 ， 看起来黄灿灿 、 亮晶晶 ，
吃起来肥而不腻 、 入口即溶 。
腊鸭和腊肉始终是每年冬季不
变的菜色， 香味浓烈、 咸味适
中 。 每次切一块放在饭上蒸 ，
饭熟后一揭开盖， 满屋子飘满
腊鸭的香味。

去年冬天， 我来到绍兴安
昌古镇， 扑鼻而来的就是浓浓
的腊味。 走进老街， 只见那临

河的廊檐上挂满了红得发亮的
腊肠、 风干的鳊鱼、 泛着金色
的酱鸭微风吹来酱香浮动， 撩
人肠胃， 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线。 腊肠作为安昌的美食一绝，
色泽光润、 条纹均匀， 胜似火
腿 ， 是岁寒之时的佐餐佳品 。
暖一壶黄酒， 切一盘腊肠， 在
水廊边惬意地享受冬日里阳光
的温暖， 这样的生活方式
或许就是地道的老
绍兴味了。

陈慰

������尽可能在中午而非晚上吃大
餐 虽然热量都一样， 但中午吃
还有大半天可以消耗， 加上下午 3
点之前是一天中新陈代谢最快的
时间段。 不像晚上时间短， 无法
消耗热量， 容易转化为脂肪， 也
影响睡眠。

大餐前后节制饮食 如果知道
自己准备要吃大餐， 或者刚吃完
大餐， 可以适量节制饮食让肠胃
放松休息 。 如前后两餐不吃肉 ，
只喝清粥和水果蔬菜， 但注意一
定不要饿肚子， 以免清肠不成反
伤胃。

大餐前喝杯无糖酸奶 酸奶能
促进消化， 减少大餐之后的肠胃
不适感。 酸奶中富含的钙质与其
他成分相互作用， 还能增强机体
的新陈代谢水平 。 有研究发现 ，
每天喝 3-4 次牛奶或酸奶的女性
与不食用奶制品者相比， 其脂肪
会多消耗 70% 以上。

多喝水多吃蔬果 身体有足够
的水分才能加速脂肪的分解。 另
外餐后吃些蔬果， 可以加速蛋白
质和脂肪的分解。

尹晓云

������咖啡与茶、 可可， 被称为世
界 “三大饮料”。 咖啡多种有效成
份具有兴奋神经、 提神祛乏、 促
进消化、 利尿强心和收敛等多种
生理效应， 对精神萎靡、 劳累乏
力， 醉酒、 尿潴留和小儿多动症
等有较好的疗效。

新近研究表明， 咖啡还有治
疗哮喘的作用。 咖啡的主成份咖
啡碱为中枢兴奋剂， 除兴奋大脑
皮层、 祛疲劳和提精神外， 还可
舒张支气管平滑肌， 即可治疗哮
喘发作， 且咖啡碱使支气管平滑
肌舒张， 解除痉挛， 能使通气量
明显增加， 支气管内潴留物排出
体外， 从而防治哮喘发作。 同时
还能使外周血管收缩， 内脏血管
扩张； 可加速新陈代谢速度， 能
使胃酸分泌增多， 促进消化。

若过量、 长期饮用咖啡， 则会
成瘾， 一般以每天不超过两杯中浓
度的咖啡为限。 此外， 喝咖啡的时
间也有讲究。 最好应下午喝， 若晚
间喝浓咖啡， 可过度兴奋神经而导
致失眠。 慢性胃肠病人宜饭后喝半
杯淡咖啡， 以促进胃液分泌， 帮助
消化。 哮喘患者应早、 晚两次喝，
并配合必要的药物治疗和体疗锻
炼。 值得提醒， 孕产妇、 婴幼儿、
心脑血管疾病人、 神经衰弱和失眠
者不宜饮咖啡。
无锡市人民医院主任药师 陆基宗

怎样吃大餐
不伤身

冬季食疗方 4 款

长期蛋白质过量
易造成肾损害

�������湖南永州的大林是个超级吃货， 早晨一碗鱼
粉加两个蛋， 中午两荤一素扫得精光， 晚餐又是
两荤一素加一瓶啤酒， 老婆还时不时给他冲点蛋
白粉补补。 好心人告诉他“人胖百病生”， 注意
节食。 他说： “吃得才做得！” 几年下来， 他吃
成了大胖子， 到医院一检查肾脏出了问题， 建议
他到大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治疗。

帕金森病患者
限量吃肉类

腊味飘香正当时

适量饮咖啡
有助哮喘康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