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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

重饮食方式，即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更加健康的膳

食 搭 配 ，其 中 低 脂 饮 食 、低 碳 饮 食 非 常 受 人 追

捧。在低脂饮食中，吃什么成了人们关注的焦

点。说到脂肪，人们往往会想到各种肉制品，认

为肉类食品才是导致摄入过多脂肪的罪魁祸首；

而说到低碳饮食，它已经成为不少减肥人士的法

宝，但通过降低饮食中的碳水化合物就能达到减

重的目的吗，近日的一项研究表明其效果可能没

有想象的那么完美。

众所周知，临床上许多疾病都要求患者进行低

脂饮食，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肉类中的脂肪含量较

高，那么，低脂饮食就等于不吃肉么？

“低脂饮食是指膳食脂肪占膳食总热量的 30%

以下或者全天脂肪摄入量小于 50克的饮食方式。”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心脏中心副主任

医师田颖表示，在生活中我们真正应该避免或减少

的是高脂肪类食物的摄入，例如黄油、内脏、油炸食

品、腌制食品等。

专家表示，低脂饮食不建议吃的是肥肉、动

物 内 脏 、禽 畜 肉 皮 、鱼 籽 、虾 籽 、蟹 黄 等 。 事 实

上，鱼肉、禽畜瘦肉等含的脂肪并不高，尤其是

鱼肉，不但含的脂肪不多，且鱼肉所含的脂肪是

有利于保护心脑血管和维护视网膜提高视力等

的不饱和脂肪酸，因此，建议常吃鱼肉，尤其某

些深海鱼肉，如三文鱼、金枪鱼、鲭鱼、鳗鱼、小

黄花鱼、带鱼等。

实际上，人体内的脂肪是细胞内良好的储能物

质，能够提供热能，并负责保护内脏，维持体温，此

外脂肪还能协助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以及参与机

体各方面的代谢活动等。

由此看来，低脂饮食不等于不吃肉，那我们该

如何健康地进行低脂饮食呢？

田颖指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将低脂饮食分

为 3个等级：轻度限制脂肪膳食指的是每日总脂肪

摄入量不超过 50 克；中度限制脂肪膳食指的是每

日总脂肪摄入量不超过 40 克；重度限制脂肪膳食

指的是每日总脂肪摄入量不超过 20克。

“可以根据临床医师和健康营养师的建议制定

合适的食谱，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选择一些脂肪

含量较少的食物。只有摄入脂肪含量合理，才能保

证机体的营养需要，提供合理的营养支持。大家可

以根据不同的需求选择不同的等级，找到属于自己

的食谱。”田颖强调。

低脂饮食等于不吃肉？

真正应该避免的是高脂肪类食物

在日常生活中，有些看似是高脂肪的食物其脂

肪含量并未达到高脂标准；而有些食物看似碳水化

合物很低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像这样的例子，生活

中还有哪些？

坚果就是低脂饮食路上的一枚“糖衣炮弹”。

坚果中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E、B 族

维生素、钙、铁等，适量摄入确实有益健康。但其脂

肪含量较高，约达到 40%—70%。专家建议吃坚果

一定要适量，每天控制在 10克以下。

此外，还要警惕某些“隐形脂肪”，如冰淇淋、奶

油蛋糕、点心、油炸食品、加工肉类如香肠、腊味、午

餐肉等，购买这些食品时，人们往往不认为它们属

于高脂肪的食物。与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相比，脂

肪会提供更高的热量。同样 100克土豆，水煮着吃

能 量 只 有 70 大 卡 ，做 成 炸 薯 条 ，能 量 就 增 加 到

150.1 大卡，直接增加了 1 倍多。此外，食物在油炸

过程中会产生许多有害物质，其中的一些会致癌。

“而我们常说的全脂牛奶虽然脂肪含量相对较

高，但芳香物质丰富。食用高脂牛奶对成年人没有

问题。”宋青说。一般来说，脂肪含量超过 20%的食

物才被认为是高脂肪食物，而全脂牛奶中的脂肪含

量通常为 3.0—3.5 克/100 克，并非是高脂肪食物。

对大多数体重正常且血脂正常的成年人来说，每天

喝半斤到一斤全脂牛奶是有益的；对存在超重、肥

胖，但尚未患动脉粥样硬化的人，只要血脂达标，便

可放心地每天喝半斤全脂牛奶；对超重、肥胖或明

显血脂紊乱者，特别是已患动脉粥样硬化的心脑血

管患者，则以喝脱脂牛奶为宜；对需要控制热量以

预防肥胖或血脂异常，或消化能力较弱的高龄人

群，可以适量选择低脂牛奶。

低碳、低脂饮食路上的“糖衣炮弹”

本报记者 马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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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除了低脂饮食，低碳饮食、戒碳饮食成为不少

人在饮食习惯养成中向往的一个方向。有人认为

低碳、戒碳饮食是减肥的有效途径，并且与节食相

比，更加健康。

低碳饮食，指的是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即在饮

食中严格地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增加蛋白质

和脂肪的摄入量。由美国人阿特金斯 1972 年在

《阿特金斯医生的新饮食革命》中首次提出。

目前低碳饮食的效果在医学界还存在争议。

支持者认为，低碳饮食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体重（平

均 10%左右）和血液胆固醇水平（平均 5%左右），令

心脏病风险有所降低，但是长期是否有效还不确

定。而反对者认为，很少人能长期坚持低碳饮食，研

究发现只有 1%的人能够长期坚持，平均坚持 19 个

月。而且低碳饮食者少吃了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

肪就会相对吃多，与医学界和营养学界的健康理念

背道而驰，不适合冠心病、痛风、肾病患者。

近期，通过全面回顾现有证据，美国国家血脂

协会发表共识称，低碳饮食对于减轻体重和对心血

管健康的影响没有优势，反而有危险。

该 共 识 中 ，将 低 碳 饮 食 定 义 为 每 日 总 能 量

10%—25%来自碳水化合物，即每天食用 50 克—

130 克碳水化合物；极低碳饮食则定义为每日总能

量来自碳水化合物的占比少于 10%，即每天食用少

于 50 克碳水化合物。共识指出，遵循低碳饮食和

极低碳饮食的人食欲和饥饿感降低，似乎还会增加

机体的能量消耗，但具体机制不详。这有可能与儿

茶酚胺和甲状腺激素水平的变化有关。

共识称，对于低碳饮食和极低碳饮食减轻体重

的效果，短期（≤6 个月）优于低能量高碳水化合物

饮食中低碳减脂更健康？

效果存争议，最新研究表明或影响心血管健康

在我们的日常认知中，枕头，顾名思义，就是躺着的时候垫

在头下面使头略高的卧具。但是，枕头真的是像字面意思一样，

只是枕头的吗？

枕头枕的可不只是头

其实，枕头并不只是用来枕头的，如果只是用枕头来垫着头

睡觉，那么你就做错了。很多人睡眠质量不佳，就是因为睡觉时

枕枕头的姿势不对。单纯用枕头垫着头，会造成肩膀与枕头中

间的颈椎悬空，使颈部肌肉无法得到完全的放松休息，导致睡觉

的时候脖子产生酸痛感、拉伤肌肉，严重时甚至难以入睡。

保持良好的睡眠质量的关键之一就是要用对枕头，发挥其应

有的功效。睡觉时，要把脑袋和脖子都放到枕头上，让枕头撑着

头颈，使颈部处于正常颈曲位置，这样枕头才能发挥作用。如果

仅仅是用脑袋枕着枕头，姿势不对，再贵再好的枕头也无济于事。

高度要选对睡眠才能好

除了正确的“枕姿”，选择一个合适高度的枕头也是保证睡

眠质量的重中之重，枕头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研究表明，过高的枕头会阻碍头部正常的血液循环，易导致脑缺

氧，引发打呼噜、落枕等问题的发生，高血压、颈椎病和脊椎不正

的病人也不能使用高枕；而过低的枕头则容易引起眼睑和脸部

水肿，哮喘病、肺病、心脏病的人也不能使用低枕。

科学、舒适的枕头高度是根据人体颈椎排列的生理曲线确

定的，只有保持其正常的生理弯曲，才能让肩颈部的关节、肌肉、

韧带等处于放松状态，得到较好的休息。一般情况下，枕头高度

以稍低于肩到同侧颈部距离为宜，大概在 8—15厘米，或按公式

计算：（肩宽-头宽）÷2。

选择枕头还需要考虑睡姿

不同的睡姿所需要的枕头高度也不同，在选择枕头的时候，

睡姿的差别也需要考虑在内。习惯仰卧睡觉的人，枕头高度最

好是 8—13厘米（大概一个拳头的高度），同时，膝盖下方也可垫

一个枕头，缓解脊椎压力。习惯侧卧睡觉的人，枕头高度以个人

肩膀的宽度为宜，大概在 13—15 厘米之间，让颈椎和腰椎差不

多保持在同一条水平线上。而喜欢俯卧睡觉的人，可以选择非

常薄的枕头，也可以不用枕头，同时，为了避免腰疼，最好在腹部

垫一个薄枕头，但通常不建议采取俯卧睡姿。

软硬、弹性等也会影响睡眠质量

枕头的材质、枕型、软硬程度也会对我们睡眠产生影响，枕

芯应选质地松软之物，制成软硬适度、稍有弹性的枕头为好。枕

头太硬会使头颈部与枕头接触部位压力增强，造成头部不适；枕

头太软，则难以维持正常高度，头颈部得不到一定支持而疲劳。

此外，枕头应有合适的弹性，若枕头弹性过强，则头部不断受到

外加的弹力作用，产生肌肉疲劳和损伤，如“弹簧枕”“气枕”等，

都不能算是有利于健康的枕头。

说了这么多，枕头对于睡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选择一个合

适的枕头不仅能改善肩颈酸痛等不适症状，还能提高睡眠质

量。市面上各种各样的枕头，五花八门，品种繁多，价格也有很

大差异，挑选时要结合自己的情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

枕头

其实不是用来“枕”头的

程方洁

晓婷从小成绩优异，是家长口中“别人家的孩

子”，名牌大学毕业后她顺利进入一家世界 500 强

公司。虽然进入了更大的舞台，但晓婷也面临着更

大的压力，她特别担心周围人的评价，对别人谈及

的话题超级敏感，喜欢事情在自己的掌控下，如果

控制不了，就觉得自己从一个“学霸”“女神”变成一

个“失败者”，总觉得紧张不安，感觉灾难将要来

临。尽管晓婷工作非常用心，但由于信息对接有

误，造成客户损失，客户直接找到了老板，并扬言要

投诉她，晓婷知道后紧张不安，觉得无法呼吸，晚上

彻夜难眠。

此刻，晓婷一个人坐在会议室里，不安地摆弄

着手里的笔，在笔记本上写了又划，划了又写。虽

然室内温度只有 18℃，但晓婷坐在空调下的吹风

口处仍汗流浃背，此时似乎有千万双眼睛盯着这间

会议室。领导从远处走过来，一脸严肃，晓婷想象

着领导发怒的样子，感到将有一顿狂风暴雨来袭。

出乎意料，领导叮嘱了一句“以后多加注意”就离开

了，狂风暴雨瞬间变成风和日丽，但晓婷的内心并

不轻松，因为这样的情绪起伏几乎每天都会遇到。

晓婷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典型的由焦虑情绪所

引发的问题。焦虑是一种常见的情绪状态，人们在

那些具有危险性、威胁性和挑战性的情境中容易产

生焦虑。焦虑常常无形的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那

我们应该如何与焦虑共存？

人人都会有，过度“脑补”
易加重焦虑情绪

焦虑是一种自然反应。生活中处处可见焦虑，

人人都会焦虑，它是一种情绪而非性格缺陷，也可

能是遗传进化的结果，在面对潜在威胁时，焦虑让

我们做更多的准备或获取更多的信息。

太纠结于过去的人容易抑郁，太担忧未来的人

容易焦虑。焦虑是指向未来的担心，由三部分组

成。焦虑由生理、认知和行为三部分组成。生理部

分，即焦虑时的躯体感受，如心跳加快、呼吸急促、

冒汗、燥热、肠胃不适、尿频等；认知部分，即焦虑时

头脑中的想法，如事情马上要失控、一定会出现灾

难化的结果等；行为部分，即在焦虑过程中或焦虑

后采取的应对方法，如坐立不安、拖延、回避等。

引发焦虑情绪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我们对事

件的看法。

相比于事件本身，影响我们情绪和行为的是我

们对事件的解读或赋予事件的意义。如面对新冠

肺炎疫情，有些人认为做好必要的防护就够了，该

复工复工，该上学上学。但有些人认为外面处处有

病毒，即使“全副武装”也不敢在外面多待一会儿，

回家反复消毒洗手，甚至拒绝出门。灾难化思维、

回避和过度控制的应对方式是加重焦虑的主因。

焦虑的人常使用灾难化思维的认知方式，把不是

灾难的事情放大成灾难或认为自己无力应对，如“考

不上清华大学，我就完了”。这是一种“想象中的危

险”，回避和过度控制是处理焦虑的 2个常用手段。

但过度使用回避和控制会使人们丧失现实检验自己

想法的机会，无法确定危险是来源于想象还是现实，

所以回避和控制的越多，承受焦虑的能力越差。

学会与焦虑相处，从生
理、认知、行为三个方面改善

应对焦虑最好的方式是活在当下，3 步可改善

焦虑。

从生理部分来看：放松训练。学习呼吸放松、

渐进式肌肉放松、全身扫描、想象放松或冥想等放

松方法来缓解内心的焦虑紧张，并且学会在紧张情

境中迅速应用这些方法。

从认知部分来看：认知矫正。学习觉察并记录

当下焦虑的想法，问问自己对这种想法的相信程度

有多大，有没有什么证据支持这种想法，还有没有

其他可能性，最坏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发生最坏

结果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发生了最坏的结果，是

否可以应对。不断用这些认知策略对抗原来的负

面思维，焦虑会有实质性降低。

从行为部分来看：逐级暴露。将焦虑的场景或

事件列出来，按焦虑的等级逐级排序，先从可以承

受的、焦虑程度较轻的场景或事件入手，逐级暴露

在这些场景或事件中，在这个过程中有不舒服的地

方，用放松训练和认知矫正技术逐级克服，不断练

习，提高承受焦虑的能力。

焦虑并不可怕，适度的焦虑有利于提高工作效

率，认识焦虑，允许焦虑的存在，学习与焦虑相处，

学习与自己相处。 （来源：科普中国）

远离焦虑情绪，首先要做的就是拒绝“脑补”
从生理、认知、行为 3个方面学会与焦虑相处

低脂饮食，而长期（>6 个月）的效果与低能量高碳

水化合物低脂饮食相似。且极低碳饮食难以维持，

依从性较差。共识认为少吃才是减肥的硬道理，通

过改变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三种营养物质的

比例并没有作用。

“人体摄入食物的目的有 2 个：一个是消耗化

学能量转化成热能、机械能，维持能量守恒；另一个

是供给结构分子更新细胞和催化反应器。为满足

这 2个目的，均衡饮食是关键。”北京科技大学化学

和生物工程学院教授宋青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多余的高能分子会转换成脂肪组织引起肥

胖，而缺乏不能自合成的必需脂肪酸，必需氨基酸

和各种维生素辅助分子则会引起代谢和内分泌疾

病。低碳饮食和低脂饮食都是为了满足过强食欲

的折中方案。控制食物总量摄入，增加食物品种，

增加运动量，是维持健康的捷径。俗语说，管住嘴，

迈开腿，才是正确的生活方式。”宋青强调。

心理话

全国大学生心理
健康日期间，河北医
科大学心理老师通过
直播心理讲座、热线
心理咨询和网上心理
辅导等活动，帮助学
生们了解心理知识、
调适身心状态。

新华社记者

王晓摄

低碳低碳、、低脂饮食到底怎么吃低脂饮食到底怎么吃
很多人基本概念就搞错了……很多人基本概念就搞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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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社会上有一则流言，说有人在厨房煮饭菜时使用手机，

造成爆炸，导致 6 人受伤，并由此得出结论：在厨房里拨打接听

手机，与加油站使用手机一样危险，如果急需打电话，必须离开

有液化气灶的厨房 10—12英尺左右。那么，这种说法正确吗？

其实，正常做饭时接听电话是不可能引起爆炸的，厨房煮饭

菜与加油站加油这两件事情的环境也完全不同，将这两个场景

相对比显然是不合适的。加油站通过油枪向汽车或摩托车油箱

加注汽油时，原来空油箱内的油汽便向外飘散，加之新注入的汽

油也向空中挥发，使加油的车辆周围油汽密度骤增，这是常有的

情况。在这种场合使用手机一旦产生微弱的电火花，就可能发

生爆炸。

而厨房里的燃气平时处于密闭状态，煮饭菜从燃气管道或

燃气瓶里释放的燃气立即在灶上烧掉，不会泄漏到厨房其他地

方。煮饭菜时灶上的火远远大于使用手机产生的微弱电火花。

如果厨房里原来有泄漏的燃气，那么引发爆炸的应该是灶上的

明火，不可能是手机产生的电火花。因此，煮饭菜时接听手机不

可能引发爆炸。

如果厨房里发生燃气泄漏，那么情况就不同了。这时候，室

内只要有明火，就会有爆炸的危险，不论是打电话还是产生明火、

电火花的其他情况。正确的处置方法是先关闭燃气总阀，轻轻打

开厨房门窗，不要开关油烟机和家里的电灯，然后迅速撤离，到户

外安全场所用手机打电话向燃气公司报警。在这种情况下，流言

中所说的离厨房10—12英尺处用手机报警并不安全。

为了预防厨房燃气泄漏，灶具必须买正规产品，请专业人员

调试安装。居民不要擅自改变燃气管路，要定期用肥皂水刷燃

气管接口，检查有无燃气泄漏。只要做好厨房燃气泄漏预防，在

厨房里拨打接听手机不会造成爆炸。

（以上稿件均来源于科学辟谣平台）

厨房里打电话会爆炸？

多虑了

低脂饮食并不等于不吃肉，在低脂饮食中真正应该避免的

是黄油、内脏、油炸食品等高脂肪类食品；对于低碳饮食的减脂

效果，短期内优于低能量高碳水化合物低脂饮食，而长期的效果

则与低能量高碳水化合物低脂饮食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