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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预防

糖友不必多吃豆腐南瓜
■老年饮食

随着我国糖尿病发病率爆发
式增长，如何有效防治这一慢性
疾病已成为越来越多的患者关注
的热点。
11 月 10 日，在中日医院内分
泌科 2017 年“联合国糖尿病日”
主题健康教育活动上，中日医院
内分泌代谢病中心主任杨文英教
授指出，我国糖尿病及相关并发
症多发的现状，很大程度是由于
患者在糖尿病的认知上依然存有
根深蒂固的误区。

老人冬季必备的
养胃汤
到了冬季，老人时常会出
现肠胃不适的症状，专家提出
以下建议：
一是细嚼慢咽，充分地利
用唾液咀嚼食物，慢慢吞咽，减
轻胃的负担，
利于营养吸收。
二是饮食规律，定时定量。
三是以软为主。一些比较
有韧性、爽口的东西不宜多吃，
因为它们最难消化。
四是少吃多餐，早晨要吃
好，中午要吃饱，
晚上要吃少。
下面是适合老年人养胃的
四款汤，做起来很简单。

误区一：糖尿病是爱吃
糖引起的
很多人想当然的以为，糖尿
病患者血糖上升是由于吃糖过多
引起的，认为只要避免多吃糖就
可以控制血糖。杨文英表示，这
是最常见的误区之一。糖尿病是
一种体内胰岛素相对或绝对不足
的一种慢性疾病，是遗传环境和
多种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医学概念里,“糖”是指碳水化
合物,不仅仅指甜味的食品。因
此，虽然糖尿病不能认为是由吃
糖所导致的，但是多吃糖会使患
者的血糖更高。

冬季养生食谱一：

三丁豆腐羹汤

误区二：糖尿病没什么
大不了
一些患者认为，糖尿病只是
血糖高一点，身体又没有不舒服
的感觉，并不需要严格采取治疗
措施。然而，杨文英强调，人体
器官长期浸泡在高血糖中，会受
到损害，导致多种并发症 （例如
视网膜病变、肾病、神经病变
等） 的发生，并增加心血管疾病
的风险，突发中风和心梗。如果
患者不注重血糖的管理，往往造
成生活质量的严重下降，甚至致
盲致死。

误区三：饮食疗法就是
饥饿或者全素食疗法
饮食治疗是控制糖尿病的基
础。然而，一些患者为了控制血
糖过度限制食物摄入的种类和摄

入量，采用饥饿或全素食疗法。
这样做真的有效么？据杨文英介
绍，科学的饮食疗法应当以平衡
膳食为原则。饥饿或全素食疗法
只是热量摄入的减少，可能会出
现血糖、尿糖暂时下降的现象。
但由于这些饮食中营养素摄入不
足，导致体内脂肪代谢紊乱,引起
酮症酸中毒，
严重者可危及生命。

误区四: 得了糖尿病不
能吃水果
杨文英认为，虽然水果含
糖，但并非完全不能吃。对于病

情稳定，血糖基本控制的患者来
说，可在营养师的指导下选择含
糖量低、味道酸甜的水果；对于
血糖高、病情不稳定的患者来
说，建议选择含糖量小于 5%的
水果和蔬菜，例如草莓、西红
柿、黄瓜等。

误 区 五 ：多 吃 南 瓜 、苦
瓜能治糖尿病
网络上有这样一些流传，
“南瓜、苦瓜能刺激胰岛细胞，
促胰岛素的产生”，那么这是真
的吗？杨文英表示，这些说法并

不科学。目前，没有任何实验证
据证实南瓜能刺激胰岛细胞，促
胰岛素的产生。苦瓜有一定的调
脂作用，但没有证据表明一定能
降糖。

误区六：糖尿病患者应
多食用豆腐
常有患者认为，豆腐可以降
糖、调脂，预防便秘，多食用有助
于健康。
“ 豆 腐 虽 好 ，却 不 宜 多
吃。”杨文英提醒广大患者，豆腐
性偏寒，不建议胃寒、脾虚、肾亏
的患者多吃。
（据搜狐健康）

■老年护理

照顾老人当心七个误区
不少人认为，上了年纪，走路
越来越慢是正常的；跟老人讲话
要拉高声音才听得到；老人要常
吃烂烂的食物才会比较好消化；
其实这些认知都是错的。
照顾老人的健康时，要警惕
很多错误的观念与做法。
误区一：老人走路越来越慢
是正常的。
调查发现，高达 78%的人误
以为老人走路越来越慢是正常
的。因为这个常见的误区，反而
让平衡感不好、关节疼痛、视力差
等真正让走路变慢的原因被掩
盖，而忽略应该到医院就诊寻求
治疗。
误区二：跟老人说话要拉高
声调。
当照顾老人时，很多人以为
只要在老人家耳朵旁尖声大喊，

就能让耳背越来越严重的老人听
得清楚。其实，这样做会造成反
效果。和老人说话时，声音可以
大声，但是要用低沉、慢速的方
式，才能让老人听得清楚。
误区三：年纪大了晚上就会
睡不好。
超过五成的人误以为年纪大
了，晚上就会睡不好。实际上，这
是因为生理变化，老人睡眠时间
会整体提前。换句话说，早睡的
老人理论上就会早起，可是却常
被认为是失眠或睡不好。
误区四：老人应该吃糊糊烂
烂的食物，比较好消化。
调查发现，半数的人认为要
让老人容易消化，最好将食物处
理得糊烂。实际上，常吃糊烂的
食物，会因为缺乏色、香、味，
而让食欲减低，反而造成老人营

养不良。
误区五：吃氨基葡萄糖可以
治愈或预防骨质疏松。
针对广告上常出现的“保骨
灵药”———维骨力(主要成分是
氨基葡萄糖)，调查中发现，仍有
30.7%的民众认为氨基葡萄糖可
以治愈骨质疏松。根据国外的研
究，氨基葡萄糖不能治疗或预防
骨质疏松，只对修复关节软骨退
化有帮助。
误区六：补充银杏能预防老
年痴呆。
调查显示，银杏萃取物只能
对已经有老痴的患者具有某种程
度的治疗效果，但是对没有老痴
的人，则是无法预防的。但是在
调查中却发现，近一半的人认为
银杏能预防老痴。
误区七：
老人每天都应该排便。

很多人以为一定要每天上大
号才正常，否则就是有便秘的问
题。这种想法是错的，只要规律
排便，即使一天三次到三天一次
都算正常。
“即使每天都排便也不代表
没有便秘，没有每天排便也不代
表便秘，”台北荣总高龄医学中
心主治医师刘建良分析，便秘的
定义除了看次数 （每周排便次数
小于 3 次），还要看品质，像是
排便时是否费力、粪便呈团块
状、解便不干净的感觉等等。而
且，有些疾病、药物或生活方式
会加重便秘问题，例如钙片、铁
剂、止痛药、安眠药、胃药、糖
尿病、甲状腺功能低下、肛门疼
痛或痔疮、缺乏活动、喝水量过
少等等。
（据《生命时报》
）

材料：猪肉丁、豆腐、青豆、
番茄、湿淀粉、精盐、麻油、味
精、鲜汤各适量。
做法：
1、首先将豆腐切成小块，
下沸水焯一下，沥干水待用。
2、将番茄皮去掉，去籽，切
成小块。
3、
把烧热油锅，
下葱略煸一
下，然后放入豆腐、鲜汤、番茄、
肉丁、
青豆、
精盐，
烧沸即可。
4、汤煲好后，加入味精，淋
上湿淀粉，出锅装碗，淋上麻油
即成。

冬季养生食谱二：

党参鳙鱼汤
材料：党参、鳙鱼、精盐、料
酒、姜、葱、陈皮、草果、生油、桂
皮、鸡汤各适量。
做法：
1、首先是把草果、党参、桂
皮、陈皮、姜洗干净，然后全部
装入纱布袋扎口。
2、将鳙鱼去鳃、去鳞、去内
脏，洗干净，下油锅稍煎。
3、在锅中倒入准备好的鸡
汤，加入葱、药包、盐、料酒，直
到鱼肉煮熟烂为止。
4、最后拣去葱和药包，调
好口味即成。

冬季养生食谱三：

麦芽谷芽陈肾汤
材料：麦芽 15 克、谷芽 15
克、鸭屯 1 个、姜片适量。
做法：将鸭肾洗净切片，再
与洗净的药材一同放进炖盅
内，加清水 300 毫升，隔水炖 2
小时，
调味即成。

冬季养生食谱四：

参芪猴头菇炖鸡
材料：猴头菇 100 克，母鸡
1 只（约 750 克），黄芪、党参、大
枣各 10 克，姜片、葱、绍酒、清
汤、淀粉各适量。
做法：将猴头菇洗净去蒂，
发胀后挤干水，
切片待用。将所
有材料放入炖盅内，
文火慢炖。
（据《家庭医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