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我们一起健步走
健走对高血压、糖尿病、骨质疏松等诸多慢病有预防和辅助治疗作用

新的一年开始了，你在工作、学习、出游等方面是不是已经有了很多计划？不过，要保证这些计划顺利实施，首先要有个健康的身
体。近日，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发布数据显示，随着每天健走质量（中等强度连续健走时间）的提高，体脂肪率、腰围、收缩压、舒张
压、空腹血糖等指标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中华预防医学会副会长孔灵芝指出，快节奏的生活与工作，让规律运动成了许多人难以
实现的目标。“健走”可以充分利用碎片时间又不受场地限制，深受公众喜爱，对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骨质疏松等诸多慢病有预防
和辅助治疗作用。

选择软硬适中运动鞋
健走时，最好选择软硬适中的运

动鞋，速干的衣物，注意运动后保
暖。健走时应每15至20分钟饮水
150至200毫升。

现在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应
避免早晚进行长时间的健走运动。
如果遇到雾霾天气，要做好个人防护
或改在室内进行。

运动前后要热身放松
过度健走可能造成腿部关节的慢

性劳损，应避免大运动量地进行单一
方式的锻炼。

健走前要进行5分钟至10分钟左
右热身，活动关节、牵伸肌肉、预热身
体，避免损伤。健走结束，进行5至10
分钟左右整理活动，促进恢复和减缓
肌肉酸痛。

注意膝盖与脚踝保护
适度活动可缓解关节

不适，有助于保持和改善关
节功能和结构。骨关节疾
病患者应咨询专业医生，根
据个人情况合理制定运动
计划。

有骨关节疾病的人,健
走时应注意膝盖与脚踝的
保护、注意运动的强度与时
间，根据情况使用健走杖等
辅助工具。

糖尿病患者贵在坚持
糖尿病患者应在三餐后半小时再进行20至40分钟

的适量运动。健走后，要仔细检查双足，尤其是趾间、足
底、足跟处，有无受压、红肿、甚至肿胀等情况，一旦发现
问题须及时就诊。随身佩戴糖尿病人信息卡和急救卡，
以便出现意外时他人给予救治。

高血压人群循序渐进
高血压人群应特别注意遵循循序渐进原则，逐

步增加健走强度和运动量，以达到最佳的降压效
果。健走前要做轻度热身运动，如伸展、下蹲运
动。健走中要时刻注意身体情况，如果感到胸痛、
胸闷、心悸、呼吸困难等，应立即停止运动，并采取
相应的措施。 （本报综合）

肥胖人群要量力而行
肥胖人群的健走强度不宜过

高，建议采用中低强度，也可间歇
变换短暂的中高强度，加速脂肪
的消耗。严重肥胖的人群会对膝
关节造成压力，建议手持健走杖
进行健走。健走运动会增加食
欲，肥胖人群应注意合理控制饮
食，防止体重增加或反弹。

每次健走30分钟以上
健走是介于散步和竞走之间的一

种中等强度的运动方式。当达到微微
气喘、心跳加快，但还能说话交流的状
态时，能量消耗将明显增加。

普通人群最好每次健走30分钟
以上（30分钟到1小时），或者每次至
少10分钟，每日累计30分钟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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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城县人民医院

开展重温入党誓词教育
本报讯 通讯员吴林艳报道：近日，通城县人民医

院院党总支组织行政后勤支部、住院支部、门诊支部、离
退休支部党员近60余人，深入黄袍山革命苏区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和重温入党誓词教育活动，深切缅怀
革命先烈。

在红河烈士英雄纪念碑前，在院党总支副书记王晓
燕的领誓下，党员们面对鲜红的党旗，郑重举起右手，庄
严地向党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
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
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
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誓词声声，表达了党员们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永
葆党员先进性的坚定信念。

随后，大家参观了罗荣桓元帅纪念馆，让党员受到一
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下午，由内科、外科、妇科、儿
科、骨科、五官科等科室医疗专家组成的医疗队，在塘湖
镇大窝村委开展义诊活动，接诊病人200余人次，免费发
放药品近10000元,发放宣传资料100余份，得到了当地
群众的好评。

荤素搭配助养生
本报讯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陈希子报道：家住咸

安的王奶奶喜欢吃荤菜，平时做饭也是重油盐。23日，
王奶奶突然疼痛不已，经医生诊断，王奶奶是高血脂引
起的急性胰腺炎。

花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现代生活
中，人们饮食多是大鱼大肉，应该在均衡膳食的前提下，
日常多吃清淡素食，少食肥腻厚味的荤食。

人类的食物主要包括肉类、粮食和蔬果三大类。一
般来说，人体所需的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维生素、
矿物质等营养物质，在各种食物中均存在，只是其含量
存在差异而已。

食用过多肉类食品，会带来副作用，影响身体健
康。 人体处理胆固醇的能力有限，摄入过多的胆固醇会
使胆汁中胆固醇的浓度呈饱和状态，最终导致胆固醇在
胆囊中沉积，时间一长，则会在胆囊或胆管壁上形成胆
结石。

低碳水化合物、高蛋白质膳食会给肾脏带来明显的
酸代谢负担，降低钙平衡水平，并且增加骨质损失的风
险。此外，多吃肉容易引起排泄不良。肉食纤维含量
少，是浓缩性蛋白食物，在消化道中移动得很慢，所以会
引起便秘。而蔬菜、谷物、水果等都含有粗纤维，有助于
肠道消化和身体健康。

因此，从预防的角度来看，饮食原则应做到三低：低
热量、低脂肪、低胆固醇。所以要菜肉结合，一起食用，
不要偏食。尤其是老年人，消化吸收功能逐渐减弱，更
应注意多吃素食。

冬季泡脚有讲究
本报讯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朱亚平报道：“亲戚

在家里泡脚，结果却晕了过去，后来只得送到医院抢
救。”上周五，家住幸福路的周女士听说了这样一件事，
便找医生咨询，冬季泡脚有哪些讲究？

希望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一入
冬，不少养生人士便开始泡脚。冬季泡脚好处很多，促
进血液循环，刺激足部的穴位、反射区和经络，祛病强
身，但也有禁忌。

从皮肤科来讲，脚是不能天天泡的。人体皮肤有一
个耐受度，人体在接受外部热量时，温度控制在40℃最
为宜；当皮肤接触近60℃的温度持续5分钟以上，也会
导致“低温烫伤”，也被称为“冷烫伤”。

医生建议体质虚的人泡脚10分钟，体质好的人泡脚
15分钟即可，泡脚的时间太长容易增加心脏负担；采用
中药泡脚最好是用木制盆，金属盆和塑料盆容易损失药
液有效成分；饭后半小时内不宜泡脚，最佳泡脚的时间
是在饭后1-2小时后。

另外，泡脚用药不能乱添加，应在医生的指导下进
行。不要经常在泡脚的水中加盐，那样会伤肾，容易引
起全身浮肿。脚气严重的人可以在泡脚的水中加入醋，
能杀菌、止痒。

特殊人群泡脚时间长，可能导致晕厥。例如心脏
病、心功能不全患者，低血压、经常头晕的人，都不宜用
太热的水泡脚或长时间泡温泉。

洪港镇卫生院

为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体检
本报讯 通讯员张远杰、程卫东、阮家元报道：“要

不是来洪港镇卫生院免费体检，我哪知道肝肾患病，不
尽快治疗就会带来生命危险？”近日，通山县洪港镇三源
村三组老年人王某对笔者说。据了解 ，该镇卫生院耗资
190万元，为3200名65岁以上老年人进行免费体检。

为让老年人做到无病早防，有病早治，提高老年人
健康水平，该镇贯彻落实国家医改精神，推进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落实，按《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要
求，对辖区内65岁以上及有“三高”慢性病的常住居民，
每年度开展一次免费健康体检活动。

洪港镇卫生院成立了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明确了
责任分工。组织了近30人的卫生业务人员，对全镇1个
社区、15个行政村的65岁以上老年人及有“三高”慢性
病的常住居民开展免费健康体检。体检内容包括一般
体格检查、健康指导、生活方式和健康状况评估，还包括
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肾功能、空腹血糖、血脂、心电
图和肝、胆、脾、胰腺等辅助检查，体检结果输入电脑记
入个人电子健康档案，便于今后进行持续性健康管理。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健康的饮食。但怎么吃
才是最营养健康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一
年一度的最佳饮食排行榜日前出炉，在这份由
美国营养学、医学专家评选出的榜单中，得舒
饮食法和地中海饮食法并列第一位，成为最佳
饮食方式，被很多减肥人士追捧的生酮饮食法
被评为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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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素食饮食（排名第二）
弹性素食饮食对于那些对素

食感兴趣，但又不想完全放弃肉类
的人来说非常适合。它提倡人们
尝试“新型肉类”，例如富含蛋白质
的豆腐、豆类、坚果和鸡蛋。而且，
即使对“传统肉类”馋了，也可以照
吃不误。专家认为，这种饮食方法
不仅个人可以参照，对一大家子人
也同样适用。另外，弹性素食饮食
法主要提倡增加而不是排除可选
择的食物。正如它名字中的“弹
性”二字，这种灵活的方式让人更
容易坚持。

体重观察饮食法（排名第三）
体重观察饮食法是指食物和

饮料都各有自己的营养分值，总分
之和越低越好，饱和脂肪糖分含量
越高，分值越高；蛋白质含量越高，
分值越低。因此即使同是 380 卡
路里，鸡肉沙拉三明治比龙虾浓汤
更值得选择。该饮食法今年做了
调整，将鸡蛋归为了“零分”的食
物，与豆类以及 50 种鱼类的分值
相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饮食法
在减肥作用中拔得头筹，对预防糖

尿病也有积极效果。
健脑饮食法（排名第四）
健脑饮食法重点在于对大脑

有益，特别关注声称能预防阿尔兹
海默症等神经疾病的食物。该饮食
法是地中海饮食和 DASH 饮食的
混合版本，浆果、橄榄油、坚果和深
色绿叶蔬菜是它的主角。尽管健脑
饮食法的主要关注点是大脑健康，
它对预防糖尿病也有不错的效
果。这种方法是比较容易遵循的。

TLC饮食（并列第四）
TLC 饮食是由美国国立卫生

研究院的国家胆固醇教育项目创
建的，旨在整体改善代谢状况，关
键是大幅减少脂肪，尤其是饱和脂
肪的摄入。它强调避免吃带皮的
鸡肉、黄油和奶酪等食物，多吃水
果、蔬菜、无皮鸡肉、鱼类和低脂奶
制品。TLC饮食法非常有益于促
进心血管健康，可以用于预防和治
疗心脏病。 （本报综合）

满足这些条件
才能入选“最佳饮食”

最近，《美国新闻与世界报
道》一年一度的“最佳饮食排行
榜”出炉，通过对40种不同饮食
方式进行分析评选，得舒饮食法
和地中海饮食法被并列评为最佳
饮食方式。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
评估依据主要有这几个方面：是
否易于坚持；营养价值、安全性；
减肥有效性以及是否有助预防
糖尿病和心脏病。来自营养学、
食物心理学、肥胖症、糖尿病和
心脏病等研究领域的专家进行

打分评估，分别评出最佳糖尿病
饮食、最佳心脏健康饮食、最佳
素食饮食、最佳减肥饮食等，然
后再综合各项评分，确定年度最
佳饮食方式。

中国营养学会理事、中国农
业大学食品学院营养与食品安全
系副教授范志红指出，这个排行
榜中所评估的饮食方式，不是指
一个菜谱，而是膳食模式，是个有
一定规则的大致框架，每个人可
以根据自己情况、所在区域特点
在这样的框架内搭配食物。

得舒饮食法
连续8年获评最佳

今年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
道》推出饮食排行榜的第8个年
头。得舒饮食法（DASH）已经连
续8年被评为最佳饮食方法了。
得舒饮食同时也被评为最佳心脏
健康饮食。

DASH是“饮食途径阻止高
血压”这一术语的英文简称。这
种饮食法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下属全国心、肺、血液研究所设
计，由一项大型高血压防治计划
发展而来，强调将每天的钠摄入
量降低至2.3克以下，提倡多摄入
蔬菜、水果、低脂乳制品、全谷物、

坚果、家禽和鱼类，同时建议人们
减少脂肪、甜食、红肉以及含糖饮
料的摄取。

范志红表示：“DASH饮食
法是我个人最提倡的，最初为了
控制血压提出这个饮食方法，后
来研究发现它不仅可以控制血
压，对大多数人维护健康都很好，
对预防和控制肥胖、高血脂、高血
糖等都有效果。”美国国家卫生研
究院也在其官网指出：“DASH
不是流行一时的饮食法，而是一
项健康的饮食计划，有益生活方
式的长期改变。”

地中海饮食是泛指希腊、西
班牙、法国和意大利南部等处于
地中海沿岸的南欧各国的饮食风
格。其主要特点是日常饮食以水
果、蔬菜、坚果、豆类、未精制的谷
类为主；食用的油类主要是橄榄
油，而肉类则以鱼肉和禽肉为主，
并适量饮用果酒。

这种高纤维、高维生素、低
脂、低热量的饮食结构一直为各
国营养专家推崇。研究表明，地

中海饮食能够降低患心脏病和乳
腺癌的风险，另有研究表明它也
有益于认知能力。评审认为该饮
食是40个候选者中最佳的以植
物为基础的饮食。另外，地中海
饮食也能有效预防和控制糖尿
病，一些研究表明，遵循地中海饮
食的糖尿病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
水平有所改善。而且它易于操
作、易于坚持，因此也被评为最佳
糖尿病饮食。

地中海饮食并列第一

生酮饮食提倡摄入极低的碳
水化合物（淀粉、糖类等）和极高的
（占总热量的70%）的脂肪。30天
饮食法建议禁食糖、酒精、谷物、豆
类和奶制品30天。

生酮饮食主要的副作用是低
血糖，会出现头晕、乏力。食用
脂肪含量较高的饮食，容易造成

高脂血症；食物中含较多的脂
肪，患者容易出现消化道反应，
如恶心、呕吐、腹泻、便秘等，还
会导致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缺
乏。有医生提醒，酮是人体在饥
饿状态下产生的一种物质，人体
长期有酮生成，对神经、器官、心
脏都有危害。

生酮饮食等网红饮食法排名垫底

中国饮食为何总是无缘上榜？

不过，《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历次披露的榜单中遍寻不到中国
饮食方式的身影。

范志红认为，中国的膳食宝
塔、膳食指南是在扎实的科学研究
基础上提出的适合中国国情和文
化传统的饮食建议，也有多项调查
研究证明，膳食指南所推荐的饮食
方式有利于预防多种疾病、解决营养
不良等问题，且有很强的适用性。比
如中国的指南按照“五谷为养”的传
统和国内外有关全谷物健康作用的
研究，推崇把薯类、全谷、杂豆纳入主

食，而且提供了每天50-150克的一
个范围，可以根据个人需求、健康和
疾病情况来调整用量。

不过，她也坦言：营养学方面
的研究认证程度还是国外比较
高。关于DASH膳食的健康效果
有无数的研究论文，而有关中国膳
食指南所获得的健康效果，有影响
力的论文还不够多。这跟中国的
营养学研究发展程度不高有关。
很多饮食方式如地中海饮食，起步
很早，又有大量研究论文发表，因
此获得的支持越来越多。

在此次评选中，生酮饮食
法、30天饮食法等“网红”饮食法
因难以坚持、安全性和效果较差

而被排名垫底，其中被很多减肥
人士追捧的“生酮饮食”被评为
最不健康的饮食方式。

其他上榜的健康饮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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