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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佳节胖三斤﹄的困扰，
怎么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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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带渐紧终不悔，每逢佳节胖三斤”
“有一种饿，叫你妈觉得你还没吃饱”……佳节将至，朋友圈里
渐渐出现了各种关于过节饮食的笑话，
大家抱着一种
“幸福的烦恼”
面对这点
“甜蜜的小问题”
。
春节作为中国人的传统佳节，是一年一度家人
团圆的节日，大家怀着对来年富足的期待，说着“年
年有余”的吉利话。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似乎只有通
过丰盛的团圆饭和你来我往、觥筹交错、推杯换盏才
能更好地表达出喜悦之情。而正是在这样容易“放
纵”自己的时刻，大家的腰围好像吹气球一样膨胀起
来，体重节节飙升，让人苦恼不已。每到节后门诊，
最让内分泌科医生哭笑不得的就是会接诊一些来咨
询
“减肥”
问题的患者。
临床工作中遇见的那些五花八门的关于“减肥”
的问题，真是让医生也觉得有趣，而且似乎涉及体重
的问题，大家的脑洞也开得都特别大，那么就让我们
来一起看一看，
你是否也有这些小困惑呢？
Q：
不吃早餐可以减肥
A：错误。不吃早饭不能减肥，
科学研究证明不
吃早饭的人午餐会超过身体所需地摄入更多的食
物，特别是对于生长发育期的儿童和青少年，早饭可
以帮助你应对一上午紧张的学习，
是必不可少的。
Q：
我们可以通过不吃肉，
仅吃素来减肥
A：错误。肉类，
特别是瘦肉中主要含有的营养
成分是蛋白质而非脂肪，是我们每日生存所必需的
营养素，缺乏必需营养素对健康非常不利，而且减肥
的重点是限制总热量摄入，通过科学计算热量，是可
以做到品种丰富的进食选择的。
Q：“无糖”
点心没有糖，
减肥的时候也能随便吃
A：错误。点心的制作需要，面粉、粮食、油，
都是有热量的。
Q：无糖，0 卡路里的饮料，减肥的时候可以随
便喝
A：错误。所谓无糖饮料，里面添加的化学甜味
素都是化学合成产品，科学证明食用后会唤起食欲，
使下一餐不自觉地增加食物摄入。而且化学合成物
的安全性，特别是对于儿童青少年的安全性，目前研
究还没有完全明确，在此不建议儿童青少年选用无
糖饮料。
Q：膳食纤维对于减肥有益
A：正确。膳食纤维在进食后体积膨胀带来饱
腹感，而且通过肠道时可以清理肠壁夹缝中的宿便，
对于有减肥需要的人来说确实有益。
Q：益生菌饮料可以减肥
A：错误。益生菌饮料不是减肥食品，不要盲目
迷信益生菌助消化的传说，很多益生菌饮料为了调
味都添加了大量的糖，而且益生菌饮料严格要求冷
链运输，很多小店卖的益生菌饮料不能保证冷链，益
生菌无法在常温下保存，喝下去也不能起到助消化
的作用。
Q：可以通过每餐在主食中添加粗粮来减肥
A：基本正确。同等重量的粗粮体积比细粮大，
含有纤维素多，含热量少，主食中添加粗粮，有利于
饱腹感的形成，从而减少热量摄入，是减肥时的好选
择。但一些人食用薯类食物会有腹胀、胀气的不适
感，还有一些朋友吃玉米、小米等纤维丰富、口感较

新年的第一个月，北京全市共报告流行性感冒比前一月
上升 130.71%。随着春节假期临近，一场“春运大潮”开始上
演。因春运期间人员流动增加，
火车站、
机场、
客运站等公共场
所人多拥挤，空气流通不畅，流感病毒更容易在这样的环境传
播，
北京市疾控中心提醒大家旅途中注意预防流感。

春运防流感
过个健康年
北京作为国家首都，是交通运输一大枢纽，流动人口数量
较多。因为流感活动仍处于一个流行的水平，所以北京市疾
控中心为在外工作、
游学的朋友在旅途中，
提了几个健康建议。
1.注意保暖
冬季天气寒冷，室内外车厢内外温差大，应根据气温变化
适时增减衣物。
2.尽量避免在空气不流通的环境久留
尽量避免在密闭的、空气不流通的环境久留，尤其是老
人、
孩子及有基础病的身体状况较弱人员。
3.及时清洁双手
双手接触扶手等公共物品后，应及时洗手或用免洗洗手
液、
消毒湿巾等清洁用品清洁双手。
4.建议戴口罩
乘坐火车、飞机等密闭空间的交通工具时，建议戴口罩；
尽量避免正面面对咳嗽打喷嚏的乘客。
5.旅途中尽量避免用手接触眼、
口和鼻黏膜部位
途中尽量避免用手接触自己的眼睛、口和鼻黏膜部位，若
必须接触又无法洗手时，应用免洗洗手液或消毒湿巾等清洁
用品清洁双手。
6.保持良好的呼吸道卫生习惯
在咳嗽或打喷嚏时用手帕或纸巾捂住口鼻，或用肘部捂
住口鼻，尽量避免用手直接捂住口鼻而造成手部沾染呼吸道
分泌物。
7.回家后及时洗手
回家后应及时洗手，最好用洗手液或肥皂、香皂，流动水
洗净。
8.不建议带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旅 途 中 如 自 我 感 觉 病 情 加 重 ，应 及 时 前 往 医 院 就 医 ，
或与乘坐的公共交通工具上的乘务员联系，以寻求帮助。
9.外出旅行时要注意了解当地传染病情况
外出旅行时要注意了解当地的流感等传染病流行情况，
提前做好相关疾病的个人防护。
文/杨丹

硬的食物后会胃疼、
反酸，
就不适合大量食用粗粮了。
Q：肥胖只是观念问题，要是在唐朝，还是以胖为
美呢，
跟健康没什么关系
A：错误。肥胖可以带来一系列的疾病，对身体
各个器官都有影响，儿童肥胖还可以影响生长发育，
严重影响健康，要树立正确的观念：肥胖是一种疾病，
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Q：“夜猫子”
更容易发胖
A：正确。科学研究表明，睡眠质量差或者睡眠
量不足的人，第二天情绪不佳，且更容易产生过量进
食的冲动，要知道，夜间良好且充足的睡眠，有助于维
持健康的体重。
Q：一日三餐固定时间，
规律的饮食习惯，
有助于
维持健康的体重
A：正确。科学研究表明，不按照餐时规律进食
的人更容易在饥饿感的催促下吃下远超过需要量的
食物。
Q：细嚼慢咽，放慢进餐速度，有助于维持健康的
体重
A：正确。科学研究表明，胃对大脑反馈“吃饱
啦”的信号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将进食节奏放缓有
利于减少食物摄入，而吃饭太快的人更容易吃下远超
过需要量的食物。
Q：我一在饭局上喝酒就吃得少，所以喝酒可以
减肥
A：错误。酒是一种高热量的饮料，很少有人注
意到酒的热量问题，
实际上每克酒精含 7 大卡热量，
远
高于同等质量的蛋白质，甚至糖类，仅仅低于同质量
的脂肪。酒的度数越高，含有的热量也就越高，因酒
类千差万别、种类众多，所以很难笼统地说明酒类的
热量值，但泛泛来说，一罐淡啤酒的热量约相当于一
份麦当劳的薯条，一杯红葡萄酒的热量相当于两块巧
克力，而一杯高度白酒的热量绝对高于一整碗白米
饭，目前流行于年轻人中的预调酒、鸡尾酒等添加了
糖类的酒类的热量就更高了，所以减肥时期一定要尽
量避免选用酒类饮料。
这次问题是不是也是你会在日常生活中遇
到的呢？希望通过这个 Q & A 的小问答给你的
减肥征程起到一点小帮助。加油！
文/付煜（北京朝阳医院西院内分泌科）

怀孕 12 周以前的早孕期胚胎比较不稳定，
容易发
生流产、
停育等各种问题，
于是各种关于早孕的流言漫
天流传，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十个早孕期流言的真相吧！

粉碎关于早孕
的十大流言
1.不在排卵期同房肯定不会怀孕！
女性有时会有偶发排卵，特别容易发生在精神
紧张、夫妻长久分居而突然同房等时候。所以利用
排卵期计算的
“安全期”
避孕并不可靠。
2.有规律的月经就肯定没有怀孕！
一些很早期的流产，会在距离上一次月经约 30
天左右时发生，这时表现为“月经量”比平时增多，时
间延长，颜色不一样。其实，这是一次隐匿性的很早
期流产。
3.早孕期老做 B 超对胎儿有害！
目前没有证据显示 B 超对任何时期的胚胎有影
响。反而，B 超在诊断宫外孕、胚胎停育等方面有重
要价值。当然，
非医学必要做 B 超也是不提倡的。
4.早孕期生病千万不能吃药！
有些药物确实对胚胎有影响，但是疾病难道对
胚胎就无害吗？所以生病以后，要不要吃药，能不能
吃药，
该吃什么药？应该由医生判断。
5.发生流产应该积极保胎！
很多时候流产是因为胚胎发育不良或者异常造
成的，
一味保胎没有必要也不现实。
6.黄体酮是
“保胎神药”
！
只有胚胎正常，并且流产原因可能是黄体酮分泌
不足造成的流产才可能用黄体酮有效。
7.药物是先兆流产的最好治疗！
除了黄体酮等药物，卧床休息、避免性生活同样
非常重要，
重要性甚至超过药物。
8.怀孕了阴道出血，
一定是流产的迹象！
除了流产和先兆流产，宫颈息肉、宫外孕都可能
表现为阴道出血。甚至全身性疾病，比如止凝血功能
异常经常会以阴道出血为表现。
9.在怀孕期，
只要有流产的迹象，
都应该服用黄体
酮！
黄体酮的效果在胎盘形成前最好，
12 周以后胎盘
形成后，孕激素的分泌由胎盘接管，黄体酮的作用就
大大下降了。因此，为了补充孕酮而口服或注射黄体
酮在 12 周以后意义不大（其他原因使用黄体酮不在此
列）。
10.过了早孕期就不会流产了！
怀孕的每一个孕周都可能发生流产，只不过早孕
期的几率更大一些。
文/彭澎（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

最近，
一个令人难过的消息在媒体圈
“炸了”
：
一名年轻女记者突然离世！消息说，
这个胖乎乎
的活泼姑娘，眼睛特别单纯，喜欢种花，是英国经济学博士。大家为她的突然离开唏嘘不已的同
时，几乎都在追问为什么？一个健康人说走就走了难道是命吗？No！谜底居然是崴脚，而她几天
之内便昏迷，
12 天就离开了人间！而崴脚的最终谜底，
是死于肺栓塞！

“崴脚至死”
拎出的可怕疾病
崴脚，
这在生活中太常见了，
最后怎么就死
于肺栓塞呢？北京积水潭医院血管外科刘建龙
主任分析，
从这次受伤的经过看，
在女记者脚踝
扭伤后，软组织肿胀伴强烈胀痛从扭伤的脚踝
处一直延伸到小腿肚，
脚尖出现麻痹感，
这样的
症状就提示了她受伤的下肢极有可能形成了下
肢深静脉血栓。很多人都会忽略这种症状，认
为这只是扭伤的“后遗症”，殊不知这却是致命
的疏忽。因为这时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干预诊
治，
位于小腿的血栓很可能发生脱落，
漂落到心
脏，进入肺循环，堵塞肺动脉，引发呼吸和循环
衰竭，
严重就会发生猝死。
根据美国流行病学调查数据，静脉血栓栓
塞症（VTE）发生率逐年上升，预计在 2020 年每
十万人发生率达 478。这个疾病已成为一个危
及全球的可怕疾病，是第三大心血管杀手。在
西方国家，每年因此而死亡的人数超过 80 万
人。这个数据超过了艾滋病、
前列腺癌、
乳腺癌
和高速公路意外事故导致死亡人数的总和。
早在 19 世纪，德国医生和病理学家 Rudolf Virchow 就提出了“血栓形成三要素”。即
血液的流速缓慢，
血液的成分改变，
以及血管的
损伤。这也被称为血栓的
“危险三角”
。在日常
生活中，哪些情况容易让我们陷入“危险三角”
呢？
（1）长时间静坐久卧不活动，如在长途旅
行，乘坐飞机火车过程中；
（2）女士在孕期及产
后，
口服避孕药也会增加血栓的风险；
（3）近期接受大的手术、
卧床制动或受到创
伤，
造成骨折等；
（4）其他的像高龄、
肥胖、
家族史等。
人们在长途飞行过程中，由于飞机的经济
舱位狭窄拥挤的空间，无法移动双脚造成小腿
血流淤滞。据悉，
每静坐一个小时，
静脉血栓形
成风险会增加 10%，
静坐 90 分钟，
膝关节的血液
循环降低 50%。同时由于机舱内通风不良，空
气干燥，中间的乘客为了避免频繁去洗手间而

减少喝水，
造成人为的血液浓稠，
这些更加剧了
血栓发生的风险。
在当今社会，随着工作节奏的加快，
“经济
舱综合征”
早已不局限发生在飞机上，
办公室的
白领由于紧张的工作而导致长时间的静坐和缺
乏饮水，
同样面临
“经济舱综合征”
的风险。
“经济舱综合征”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及时
预防，是可以将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发生扼杀在
摇篮中的：
（1）及时补充水分：长期处于空调环境中，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补充水分，每小时最好补充
200ml 的水，
避免血液黏稠。
（2）经常运动脚部：每小时要做 3 至 5 分钟
的脚部运动，包括脚尖、脚趾及膝盖运动，促进
血液回流。
（3）切勿久坐，定时起身：登上交通工具切
勿只顾坐着和睡觉，
应当定时起身活动，
避免长
时间对血管的压迫，促进下肢静脉回流。办公
室的白领可以选择到茶水间喝杯水，既活动了
腿部又补充了水分。
（4）定期进行体检：除了血栓易发因素本
身的预防，
我们还要重视身体机能的状态，
通过
简单的血液化验和影像学检查，我们就可以及
时发现或排除下肢深静脉血栓，毕竟下肢深静
脉血栓形成是目前最常见的肺栓塞
“前奏”
。
刘建龙主任提醒，如果我们或家人的腿
上出现了这些症状：疼痛或者压痛，经常是从
小腿开始；外伤或久坐久卧后下肢肿胀，包括
踝 关 节 和 足 部 ，两 腿 的 粗 细 不 一 样 ，相 差 较
大；皮肤发红或者明显的变色，发热等，这时
我们就要引起重视了，考虑可能是肢体发生
静脉血栓栓塞症的表现，尤其是出现上述症
状后发生呼吸困难、胸痛、咳血，可能是更凶
险的肺栓塞发生，一定要及时前往就近医院
就诊，接受专业的诊断和治疗，不要让女记者
的悲剧再次重演。
文/田晨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