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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课进行时

常听人感叹，才30多岁记忆力就下降
了，才 40 多岁思维效率就降低了……其
实，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下降、学习新
事物的速度下降是一个自然趋势，是认知
能力下降的表现。

不过，人们认知能力的退化速度似乎
差异非常大。有人到 80 岁仍然思维清晰，
而有人50多岁就变得迟钝，到60岁便开始
了老年痴呆进程。能否通过膳食营养来预
防认知能力的退化呢？

保护认知能力的膳食模式

干预研究发现，仅仅给中老年人长期
提供一些已知对大脑神经系统有益的营养
素，比如维生素 E、DHA、抗氧化剂等，
对预防脑力衰老似乎没有那么明显的效
果。但是，观察性研究发现，改变整体的
膳食模式是有帮助的。

地中海膳食、得舒膳食等有利于延缓
认知退化。研究者把这两种膳食模式汇总
成“MIND膳食模式”，发现它能保护老年
人的认知能力，帮助预防阿尔茨海默氏症
和其他痴呆症。地中海膳食注重吃多样化

的食物，包括足够的蔬果、鱼类和全谷
物，配以较少的红肉和奶类，多用各种天
然香辛料调味，并用橄榄油烹调；得舒膳
食则注重有利降低血压的各种膳食因素，
鼓励多吃蔬菜、水果、豆类和低脂乳制
品，用全谷物替代精白主食，用植物油烹
调，同时限制盐的摄入。绿叶蔬菜、鱼类
和全谷物，正是“MIND 膳食模式”强调
要充分摄入的三类核心食物。

此外，还要每天摄入坚果油籽类，用
禽肉替代红肉，用橄榄油替代黄油，并严
格限制油炸食物、快餐食物、高盐食物、
甜食饮料等。因为它们既不利于预防肥
胖，也不利于控制血糖，同时不利于预防
高血压。而肥胖、高血糖、高血压和动脉
硬化都是加剧认知退化的重要因素。全谷
物有利于控制血糖，鱼类能提供DHA，坚
果有利于改善血脂。

延缓认知下降的竟然是它

有研究表明，吃深绿色叶菜有利于预
防肺癌、乳腺癌、骨折、动脉硬化性心血
管疾病。流行病学调查还发现，绿叶蔬菜
的摄入量高，有利于预防中老年人的认知
退化。研究人员在调查中发现，蔬果总量
高的老年人认知能力保持较好。进一步对
蔬果类型进行分析发现，水果效果不明

显，蔬菜似乎作用更强，而绿叶蔬菜则是
其中的关键因素。

2018 年发表在著名学术杂志 《神经
学》上的《绿叶蔬菜成分与认知能力下降
的前瞻性研究》发现，每天吃绿叶蔬菜可
能有利于预防认知功能下降。这项记忆和
衰老方面的研究征集了58―99岁的960名
受试者，通过了解他们的膳食内容，进行
重复性的认知能力评估，平均跟踪4.7年，
测试包括情节记忆、工作记忆、语义记
忆、视觉空间能力和程序性记忆速度 5 个
范畴，使用19种测试工具。每个受试者接
受至少两种测试，52%的受试者接受了5种
以上测试，最多的接受了10种测试。研究
发现，吃绿叶蔬菜最多的那部分人，明显
比摄入少的那部分人认知下降速度慢。

令人惊叹的是，摄入绿叶蔬菜最多的
一组，和最少的一组相比，认知能力的优
势相当于年轻11岁！研究者认为，这可能
是绿叶蔬菜中的多种保健成分带来的。和
其他蔬菜相比，绿叶蔬菜特别富含维生素
K（叶绿素）和叶酸，在蔬菜中α-生育酚
含量最高，富含叶黄素和β-胡萝卜素，也
是硝酸盐的主要膳食来源。此外，它们含
有山柰酚等类黄酮物质。

研究者对这些老年人的营养素、保健
成分的摄入量进行了分析计算，发现β-胡

萝卜素的摄入量和认知能力之间没有显著
关系，但维生素 K、叶酸、叶黄素、硝酸
盐、山柰酚和α-生育酚的摄入量越多，认
知能力的下降就越少。而深绿色的叶菜，
正是这些成分的最佳来源！

每天需要吃多少绿叶蔬菜

人们可能会问，要预防年龄带来的认
知退化，到底需要吃多少绿叶蔬菜呢？按
上述研究结果，每天只需食用 1 份绿叶蔬
菜就可以起作用。所谓一份蔬菜，就是100
克左右，即煮熟之后的半碗。

所谓深绿色叶菜，就是那些叶子颜色
浓绿，而且叶子所占比例比较大的蔬菜，
包括小白菜、油菜（各种大小品种）、油菜
薹 （及菜心）、芥蓝、芥菜、塌棵菜、苋
菜、菠菜、茴香、茼蒿、西洋菜、香菜
（芫荽）、小葱、韭菜、青蒜、芦笋、油麦
菜、绿生菜 （并非浅色的球生菜） 等。也
包括那些深绿色的嫩茎和嫩花薹蔬菜，比
如芦笋和西兰花。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每天吃 300―
500克蔬菜，其中要有一半深色蔬菜，其中
主要是绿叶菜。切记，烹调时别放太多的
油和盐。

（作者系中国营养学会理事、注册营养
师、中国农业大学营养健康系副教授）

“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
来”！这对老年人来说，决不是
一句戏言。根据中国老年学和
老年医学学会等 7 家机构联合
发布的 《老年人防跌倒联合提
示》显示，跌倒成为65岁以上
老人因伤致死的首因。老年人
跌倒为什么这么可怕，为什么
老年人容易跌倒？

老 年 人 跌 倒 多 伴 随 撕 裂
伤、骨折或创伤性脑损伤等，
长期卧床养伤又容易导致营养
不良、血管堵塞、器官衰竭、
伤口感染等系列健康问题，进
而影响到生命安全。老年人之
所以是跌倒的高危群体，与其
代谢特征和营养状况是紧密相
连的。老年人容易跌倒且骨折
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缺钙而
引起的骨质疏松。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关键
名词——骨密度，指骨组织中
骨矿物质的数量，具体是指每
一体积骨组织中的骨矿物质的
质量。流行病学显示，低骨密
度与骨折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联
系。女性30岁、男性35岁左右
骨密度就进入了下降期，50―
59岁进入下降的加速期，这也
是为什么老年人容易骨质疏松
的原因。那么，老年人为改善
骨密度、强筋健骨，饮食上又
该怎样加强呢？

一是补钙。钙是影响骨密
度最重要的因素，骨骼系统含
钙量占全身钙量的 99%。研究
提示，老年人每天需要 800―
1000毫克钙才能满足维持骨健
康的需求。老年人的钙吸收利
用能力比较弱，牛奶含钙量
高，每天喝500克牛奶 （约500
毫克钙），相当于满足每天一半
的钙需求。吃大豆也是一个补
钙的选择，但大豆中钙的吸收
效率比牛奶低很多，补充 100
毫克钙需要 350 克左右大豆。
仅靠补钙来强筋健骨还是不够
的。因为在骨形成、生长和终
生重建过程中，还有其他多种营养素和激素参
与，例如维生素 D、甲状旁腺素、糖皮质激
素、生长激素、甲状腺素、性激素等，这些营
养素或激素分泌共同影响着骨骼健康。

二是补磷。磷对于骨健康也具有重要作
用。磷是骨中羟磷灰石的主要成分，骨中含有
全身 85%的磷，并和钙一起组成骨的主要成
分。很多动植物食物都含有丰富的磷，例如瘦
肉、肝脏、蛋、奶、海带、紫菜、芝麻酱、花
生、干豆类、坚果等。强骨时要注意补钙与补
磷的比例，研究证明，1.5∶1的钙磷比最适于
骨骼健康，而当膳食中的钙磷比例小于0.5时，
钙的吸收利用会下降。

三是补维生素D。维生素D在促进钙吸收
和骨骼矿化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对于骨骼
矿化，其作用是双向的。一方面它可促进骨形
成，对骨形成的间接作用是促进肠钙吸收，提
高血钙浓度，为钙在骨骼中沉积，骨骼矿化提
供原料；另一方面，也会促进前体破骨细胞分
化，增加破骨细胞数量，反而不利于骨骼成
长。因此，适量补充维生素 D 才能促进骨健
康。营养学家们推荐，老年人每天比成年人多
补充点维生素D，推荐摄入量为每天15微克。
然而富含维生素D的食物并不多，建议老年人
通过维生素D膳食补充剂进行补充。

四是补维生素K。早期，营养学家们认为
维生素K仅与机体的凝血功能有关，伴随研究
的深入，发现维生素K与骨骼健康也具有紧密
的联系。研究显示，补充维生素K能显著减少
尿钙排出量，因此重视维生素K的补充也有益
于老年骨骼的健康。老年人维生素K的推荐摄
入量为每天80微克，富含维生素K的食物主要
包括豆类、麦麸、绿色蔬菜、动物肝脏、鱼类
等，其中绿色蔬菜中，含量最高为羽衣甘蓝、
黄瓜、菠菜等。

五是补维生素C。维生素C是参与骨组织
中的蛋白质、骨胶原氨基多糖等代谢的重要物
质，有利于钙的吸收并促进钙向骨骼中沉积。
较高的维生素C摄入与较高的骨密度之间具有
密切的联系，因此保障维生素C的摄入，在一
定程度上也有助于改善骨密度。富含维生素C
的食物很多，老年人与普通成年人关于维生素
C 的膳食推荐量并无差异，都是每天 100 毫
克。只要保证每天吃200克水果及300克以上
的蔬菜，基本就能保障维生素C的摄入。

总之，保障骨密度是老年人强筋健骨的关
键。虽然钙与骨密度之间的关系最紧密，但是
除了钙，还应注意维生素D、维生素K、维生
素C和磷的补充。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
程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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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学 膳 食 促 进 脑 健 康科 学 膳 食 促 进 脑 健 康
□ 范志红

9月是中国脑健康月，9月16日是第22个“中国脑健康日”。大脑作为身体的“指挥中心”，
与人的记忆、睡眠、运动、语言、感官密切相关。因此，对大脑的营养补充就显得尤为重要——

“山云草莽，水云鱼鳞，旱云烟火，雨
云水波。”以农为本的古人，善于从云的外
观，找寻与气象的关联，留下了诸多富有
哲理的农谚。

看云观天气，是人之生活常识。早晚
锻炼时，笔者就养成观云的习惯。看它们
闲庭信步，看它们天马行空，看它们喧闹
无比，看它们优雅静淑，看它们绚烂多
姿，看它们变化多端，琳琅满目，美不胜
收。因此，观云是一件有趣的事，特别是
秋天的早晚，云看上去更为集中，更便于
观察，更易让人联想。

每片云朵，都有自己的名字。晴朗的
日子，棉絮状的积云，在天亮后几个小时
内出现，云底平坦，慢悠悠地从天上飘
过。白色或灰色的高积云，让我们看出明
显的层次感，据说有4个云种或7个变种。
太阳初升，光线迷离，因为层次的优越
感，它们更能形成美丽的云景，让人流连
忘返。

最喜欢看的是高天流云。那种卷云，看
上去像白色的头发，优雅缥缈，有脱尘空灵

之感。科学上解释，这种云体全部由冰晶组
成。冰晶下落的时候，穿过对流层上部高空
中的风，形成精美的天空艺术绘画效果。最
不喜欢看的，是团块状的层积云，要么纠结
在一起，要么有明显的缝隙，常常成为阳光
的终结者，让人无端地生出压抑感。尽管，
它是最多变的云彩之一。

观云，古人比我们有想象力。霄、
霭、雯、矞，是云的称谓；云霭、云层、
云堤、云朵、云海、云脚，是云的雅名；
云气、云涛、云霞、云霄、云崖、云烟，
也是云的别称。我们的通称，只不过是云
彩而已。即便古人所言的云霞，也有讲
究，指的是彩云和彩霞。高天上流云，落
地化甘霖。彩云是一种日华现象。云中含
有小冰晶或者小水滴时，太阳光射过来发
生衍射现象，太阳光谱被分离，形成五彩
或七彩的光芒。

“彩云之南”得名于无与伦比的彩云。
汉武帝时期，云南由于“彩云南现”，被命
名为“云南驿”。在滇池旁的古城昆明，自
古以来云蒸霞蔚，被称为“云霞都会”。

《大话西游》 中的紫霞仙子这样憧憬着：
“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有一天他会踩
着七色的云彩来娶我……”我们所言的

“七彩祥云”，与古人言说的不同。“惟天不
言，以象示人，锡羡垂光，景星庆云。”古
人眼中的祥瑞，“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
郁纷纷，萧索轮囷”“一曰非气非烟，五色
氤氲”，只是一种状态。

“若教花自在，应作彩云飞。”彩云多
出现在凌晨、黄昏和夜晚。喜欢看太阳初
升时，晴空万里的天空，突然间就有了
云，云体色彩暗淡，且形体巨大，越来越
多，开始铺展和流动，变幻出各种造型，
即将遮挡阳光。过了不大一会儿，云被一
双无形的大手撕扯开，霞光四射，神采奕
奕，巨大的云影投在大地上，忽明忽暗，
时静时动，如进入了梦幻般的世界。渐渐
地，云影之外的大地就好像镀了一层金，
明晃晃的，让人感到特别亮丽。

彩霞呢，是指彩色的云霞，类似于彩
虹。早晨称“朝霞”；傍晚为“晚霞”，又
名“火烧云”。最喜欢看晚霞，虽然云体较

小，却形状多变，瑰丽多姿，五彩缤纷。
傍晚，西北方向一片霞光，跟即将到来的
黑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夕阳无限好，只
是近黄昏”，不过是某些人的感喟。看看古
人对晚霞的雅称：红霞、云霞、锦霞、落
霞、霞光、霞影、余霞、残霞、暮霞、霞
帔、丹霞、归霞……

“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
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观云，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心得。“有轻虚之艳象，无实体
之真形。”这是陆机对游移于空中的浮云的
描写。“或如钟首之郁律，乍似塞门之寥
廓”，晴日云彩被诗人赋予空间立体的形
象，恢宏壮观。

“我们试图提醒人们，云是大气情绪的
表现，可以像一个人的表情一样解读。我
们相信，云彩是为梦想家准备的，他们的
沉思有益于灵魂。”英国记者加文·普雷特
–平尼道出了创办赏云协会的初衷，“因这
云霞，越来越多的人仰望天空，记录天
空，不是为了逃离，是为了聆听自己。”

（作者系河南省作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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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食，人们或许对这个词感到
陌生，可它却在古书里频繁出现。
先秦的墨子曾说过，“四海之内，
粒食之民”。达斡尔族以粒食为主
食，是我国北方地区有着悠久历史
和农业文化的民族。

达斡尔，意为耕耘者。据《中
国统计年鉴》2021年统计，我国达
斡尔族人口为13万人，主要分布于
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历经数
十年补充完善的 《达斡尔族语词
典》日前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被誉
为“语言资源保护的经典之作”。
引起民族饮食和民族医药界广泛关
注，专家们通过调研得出结论：达
斡尔族米文化得从粒食说起。

所谓粒食，其实包括了稻米、
粟、黍、豆等粮食品种。打开达斡
尔族的古今食谱，世代相传且占据
主要地位的当数煮米为饭的“二米
饭”。饭中“二米”，选自小米、稷
子米、荞麦米三种米中的两种。

小米，古时称“禾”，书面谓
“粟”，是我国最古老的一种栽培谷
物。民谚说，“只有青山干死竹，
未见地里旱死粟”。这种耐旱、耐
贫瘠土地的植物以小米之名进入粮
仓，被誉为营养丰富的“米中之
王”。中医称，小米有清热解渴、
健胃除湿、和胃安眠的食养食疗
作用。

起源于我国的稷子米，有两
种：用锅把稷子蒸熟后碾成米，叫
熟稷子米，饭粒大而不粘连，有糊
香味；把稷子直接碾成米，叫生稷
子米，颗粒较小，稍有黏性。中医
夸赞稷子米可食药两用：米香饭味
浓，食之利胃益脾、凉血解暑。

荞麦米是我国土生土长的粮
食。荞麦碾成米或磨成面，可用于
做荞麦饭、荞麦面条、荞麦饸饸等
多种主食。中医向来高看荞麦，更
是看重它具有消积化滞、除湿解
毒、补虚强身的功效。

小米+稷子米、稷子米+荞麦
米、小米+荞麦米做成的“二米饭”，也称“二米干
饭”，是达斡尔族的传统主食，也是高档主食。在
达斡尔族“阿涅节”（相当于春节）、“库木勒节”
（库木勒，即野菜柳蒿芽）等传统节日和招待客人
时，主食中必有“二米饭”。

我国唯一的达斡尔民族区——黑龙江省齐齐哈
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地处小兴安岭南麓和嫩江
平原，辖区内有卧牛吐达斡尔族镇、莽格吐达斡尔
族乡。全区达斡尔族人口占全国达斡尔族人口的
10%，达斡尔族风情浓郁，“二米饭”飘香。

我国唯一的达斡尔族自治旗——内蒙古自治区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地处大兴安岭东麓和嫩
江平原。坐落在这里的中国达斡尔民族博物馆、中
国达斡尔民族园，都是著名旅游景点。前者向参观
者介绍“米有故事，米有意思”的“二米饭”；后
者能给来客提供机会，走进古朴亲切的达斡尔族民
房，品尝原汁原味的达斡尔族传统美食，如手把
肉、特罕酒、“二米饭”……

“二米饭”，不一般。巧妙组合之下，调节了米
饭的营养平衡，给主食增添了花样，体现了民族饮
食特色。革命战争年代，汉族“大米+小米”的

“二米饭”，曾被毛主席笑称“金银饭”——即小米
“金”黄，大米洁白如“银”。

关于米字，有人说它像打谷场上的四堆谷子，
也有人说它像一根稻穗。说着说着，就有了《说文
解字》的解读：“食，就是米的集团。”由米粒聚集
的“饭”，是各民族餐桌上的主角：侗族的合拢
饭、哈萨克族的手抓饭、朝鲜族的八宝饭、布依族
的鸡肉稀饭、蒙古族草原上的方便饭、达斡尔族和
汉族不一样的“二米饭”……

做客达斡尔族人家，当热腾腾、香喷喷的“二
米饭”端上餐桌，随之聊起这饭的古往今来和斡尔
族米文化时，话语中带有“忙格勒莫”（稷子米）、

“阿勒莫”（荞麦米）、“巴达”（米饭） 之类的词
语，那很有可能是来自《达斡尔族语词典》的阅读
收获。

（作者系中国药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科普作
家协会食品科普创作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高 天 流 云 妆 秋 霞
□ 任崇喜

“阿门阿前一棵葡萄树……”听着
这首熟悉的儿歌，葡萄也在秋季大量
上市了。关于葡萄，你真正了解多
少呢？

葡萄栽培可追溯到公元前 6000―
6500年。公元前4000年，今埃及、叙
利亚、伊拉克、南高加索以及中亚地
区已开始栽培葡萄和进行葡萄酒酿
制，后向西传入意大利、法国等西欧
各国，向东传到东亚。先秦时期，葡
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已开始在西域传
播，自西汉张骞开通西域，引进大宛
葡萄品种，中原内地葡萄种植的范围
开始扩大，葡萄酒酿造也开始出现，
葡萄和葡萄酒作为文学家诗赋等创作
题材的频率显著增加。最经典的记
载，当属魏文帝曹丕的“葡萄赋”：

“中国珍果甚多，且复为论葡萄。当其
朱夏涉秋，尚有余暑，醉酒宿醒，掩
露而食，甘而不狷，脆而不酸，冷而
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饴。又酿以
为酒，甘于曲糵，善醉而易醒。道之
固可以流涎咽唾，况亲食之耶？他方
之果，宁有匹者？”如今，葡萄在全世
界果品栽培面积及产量一直高居首
位，被称为“水果之神”。

葡萄味美可口，营养价值很高。
含糖量高达 10%―30%，以葡萄糖为
主。葡萄中的多种果酸有助于消化，
能健脾和胃。含有矿物质钙、钾、
磷、铁以及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
生素 B6、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P 等，还
含有多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常食葡
萄对神经衰弱、疲劳过度大有裨益。
葡萄能更好地阻止血栓形成，降低人
体血清胆固醇水平，降低血小板的凝
聚力，对预防心脑血管病有一定作
用。每天适量食用葡萄，不仅会减少
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还有益于局
部缺血性心脏病和动脉粥样硬化心脏
病患者的健康。葡萄中的黄酮类物
质，能“清洗”血液，防止胆固醇斑
块的形成。

虽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但有
人说葡萄皮上的白霜是残留农药，一
定要洗掉。其实白霜是葡萄分泌的糖
醇类物质，又称果粉。它是植物自然
合成的物质，不溶于水，所以不易清
洗掉。它对葡萄有保护作用，可以减

少水分蒸发，避免葡萄采摘后快速失
水皱缩，从而减少病菌感染。那葡萄
皮到底该不该吃呢？事实上，葡萄皮
含有白藜芦醇、花青素、膳食纤维、
果胶质等营养素和黄酮类物质。从理
论上讲，葡萄皮的确含有抗氧化成
分，在保证葡萄皮是无公害、安全的
前提下，“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是可以
的。但实际上，通过葡萄皮摄入这些
物质的含量微乎其微，没必要特地为
了这些抗氧化成分去吃皮。

现在，无籽葡萄成为市场新宠，
但又有传言说它用了激素，对人体有
害。实际上，无籽葡萄很正常，也很
安全。目前无籽水果的培育方法主要
有三种：第一种是利用植物激素处
理；第二种是通过杂交；第三种是通
过寻找植物自身产生的种子不育但又
能够产生植物激素的突变个体，来生
产无籽水果。无籽葡萄就是第一种和
第三种无籽水果的典型例子。而植物
激素与动物激素差异大，无核化栽培

使用的植物激素对动物体不起作用。
葡萄该如何清洗与保存？只要

在水中加入一勺淀粉或面粉，将葡
萄放水里来回滚动，轻轻揉搓，再
用 清 水 筛 洗 ， 就 可 除 去 皮 上 的 脏
物。吃不完的葡萄可以用纸包好，
放在冰箱暂时贮存；使用塑料袋保
存 ， 会 使 葡 萄 表 面 结 霜 ， 引 起 腐
烂。不要着急去蒂，马上去蒂会导
致葡萄的果肉裸露空气中，不但吸
引小虫，还会加快氧化。

糖尿病患者应适量享用。贫血、
高血压、水肿、神经衰弱、疲劳的人
应适当多吃。葡萄性偏凉，胃不好的
人也不要吃太多。吃葡萄后切勿立刻
喝水，因为葡萄与水、胃酸急剧氧
化、发酵，加速肠道蠕动，很可能产
生腹泻。

（第一作者系山西医科大学社会医
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第二作者系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理
事、山西医科大学教授）

葡 萄 树 下 话 葡 萄
□ 贾彬彬 程景民

9月10日，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黑水镇大泉村葡萄采摘园，
市民采摘葡萄。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