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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又入冬啦，大街上过
往着穿起薄羽绒服的行人，路边干
果炒货店仿佛一下温暖人心了起
来，嘎嘣脆的冬枣~糯糯绵的板栗
~进嘴里，一颗接着一颗停不下
来。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冬枣和板
栗的主要营养成分，带大家了解一
下，其实,冬枣和栗子，都不是热量

“善茬”。
《本草纲目》记载:“大枣味

甘，无毒，安中养脾，平胃气，通九
窍。”因此，大枣因集药用、保健、食
用等于一体，而成为果中珍品。在
日常生活中，也可处处看到枣们的
身影（补血、补铁、补气），冬枣是维
生素C的“无冕之王”。100g鲜冬
枣的维生素C含量在 300mg左
右，约为柑橘的10倍，梨的50倍，
苹果的70多倍。一颗鲜冬枣的重
量约为15g左右，可食部为87%，
那三颗鲜冬枣就可以提供约
100mg的维生素C，而正常成年
人 VC 推荐摄入量为 100 mg/
天。当然，除了维生素C，冬枣还
有其他的“营养武器”，比如枣黄
酮、环磷酸腺苷、三萜类化合物等
植物化合物，这些活性成分可以在
抗氧化、延缓衰老、提高免疫力、抗
癌、抗疲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但冬枣也并不是那么的“天
使”，首先，冬枣的热量不低，如果
把冬枣当水果来加餐，最好每天别
超过100g，大概也就是正常大小
6-7颗左右，同时应关注血糖的变
化；其次，冬枣膳食纤维含量高于
其他常见的水果（葡萄、苹果等），
容易引起腹胀等消化道不适；最
后，冬枣果皮又脆又薄，咀嚼的时
候很难充分嚼碎，往往把处于边缘
锋利的果皮（或果核）吞入消化道
中，容易引起胃部病变的疼痛或不
适，甚至生命危险。

对于栗子来说，1把栗子（偏
大点约为10个左右，可食部110g
左右）的热量和碳水约与 1 碗
200g的熟米饭相当，不及食堂里
打的“二两饭”多。由于栗子中的
蛋白质、脂肪含量略高于米饭，且
有较多不被小肠吸收的低聚糖和
抗性淀粉，所以GI指数（升糖指
数）要低于米饭，对需要控制血糖
的人会友好一些。但另一方面，这
些不被吸收的膳食纤维会容易使
人感到腹胀，所以消化功能不好的
人群要注意少吃，尤其注意避免吃
生板栗，同时，尽量选择吃热乎的
熟板栗，用板栗来炖肉也是不错的
选择哦。

暖气来了，人们享受室内温
暖的同时，让人不爽的“暖气病”
也如约而至。

供暖期间，不少人早上醒来
会感到口干舌燥，甚至还会鼻腔
出血，这是由于家里暖气温度过
高、空气干燥造成的。如果干燥
持续时间过长，会使呼吸道黏膜
分泌物减少。再加上为保暖减少
开窗通风，灰尘、细菌附着在黏膜
上，很容易引发咳嗽、上呼吸道感
染、感冒、支气管哮喘等疾病。

专家表示：“‘暖气病’其实
不是一种病，不属于医学上的病
种，是由于供暖带来一系列的症

状。”出现“暖气病”的原因在于，
居民一般紧闭门窗保暖，空气干
燥、不流通。在这样环境待久
了，容易导致人体免疫功能和抵
抗力下降，出现不同程度的内热
和种种不适感，引发鼻咽干燥、
流鼻血、浑身无力、头晕恶心，出
现烦躁不安、皮肤干紧等症状。

暖气来了，“暖气病”如何不
要来？专家把脉“暖气病”，开出
预防方法——
◆身体补水

温暖的室内要注意给身体
补水。每天需要饮用1.5—2升
水，保证人体不缺水。同时可多

吃富含水分的水果，如苹果、梨、
橘子、葡萄等。适当进食有温热
性质的食品，如芝麻、萝卜、番
茄、荸荠、豆腐、银耳等。在中医
药膳方面，可以烹调雪梨羹、百
合莲子小米枣粥、山药麦冬炖燕
窝、川贝炖雪梨、玉竹银耳汤等
滋阴润燥的食谱。
◆室内加湿

除了用加湿器、摆放水盆
外，在室内多养些绿色植物，最
好选绿萝、吊兰等，这些植物叶
面蒸腾的水分比较多，既可以调
节室内空气湿度，还可吸附有害
气体。

◆开窗通风
室内温度过高，容易导致咳

嗽、嘴唇干裂等。要控制好室内
温度和湿度，并保持空气流通。
室温最好在18℃到22℃之间，
湿度保持在50%—60%，每天两
次至少半小时的开窗通风。
◆户外锻炼

多到户外参加体育锻炼，以
减少“暖气病”的发生。老年人
和孩子最容易得“暖气病”，宜在
户外进行打太极拳、练八段锦等
养身健体的运动。当然，也应根
据天气情况和个人的身体健康
状况来合理安排。

糖尿病的10个饮食误区
在我国，成年人的糖尿病患

病率为9.7%~11.6%，糖尿病患
病人群约1.1亿。但是大家对糖
尿病的饮食有非常多的误解，比
如认为糖尿病人不能吃水果、不
能吃肉，只能吃素的；甜食更是
一口都不能吃。这是不是真
的？今天给大家总结了关于糖
尿病和饮食的10大误区。

误区一误区一：：
糖尿病就是因为糖吃多了糖尿病就是因为糖吃多了

真相：其实，导致糖尿病的
因素有多种且很复杂，除了基因
的易感性，肥胖、吸烟、情绪压力
等多种因素都可能诱发糖尿病，
而不仅仅是因为糖吃多了那么
简单。糖尿病病人之所以尿中
含糖，并不只是因为糖吃多了，
而是因为身体胰岛素代谢出现
问题，无法利用摄入的糖。

预防糖尿病很重要的一点
是养成良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
而不是不吃糖或少吃糖那么简
单。而对于糖尿病患者，如果不
能改善不良生活习惯，血糖的控
制很难达到满意的效果。

误区二误区二：：
糖尿病患者不能吃甜食糖尿病患者不能吃甜食

真相：其实，糖尿病患者在
选择食物时并不能仅凭味道来
选择，还要看它所含的成分和总
能量。

大部分有甜味的食物都是
含有糖的，比如饼干、甜饮料等
等，这些含糖的甜味食物会升高
血糖，应该控制少吃。不过，现
在有些甜味食物其实是用的甜
味剂，如阿斯巴甜、甜蜜素等等，
甜味剂虽然有甜味，但是几乎不
提供能量，这些甜味食物适当吃
点也无妨。

而且，有些没有甜味的食
物，比如我们吃的米饭、馒头，虽
然吃起来没有甜味，但是它们所
含的淀粉在消化之后会变成葡
萄糖，也不能多吃。

误区三误区三：：
血糖指数高的食物不能吃血糖指数高的食物不能吃

真相：血糖指数是衡量食物
血糖反应的一个指标，糖尿病患
者应该注意，但是并不能盲目地

按照血糖指数来挑选食物，还要
看食物的血糖负荷和碳水化合
物的总量。

血糖指数（GI）越低的食物
对血糖的波动影响越小，一般建
议糖尿病患者吃低GI食物。但
这也不意味着那些高GI的水果
就不能吃，还要看血糖负荷
（GL），它是将摄入碳水化合物
的质量和数量结合起来加以评
价膳食总血糖效应的指标，对于
指导饮食更有实际意义。

比如，西瓜和苏打饼干的GI
都是72，但100克食物所含碳水
化合物却大不相同，苏打饼干每
100克所含碳水化合物约76克，
其GL大约为55，而100g西瓜所
含碳水化合物约7克，其GL约为
5，两者的GL相差l0倍之多。

误区四误区四：：
糖尿病不能吃水果糖尿病不能吃水果

真相：大部分水果的血糖指
数并不高，血糖负荷普遍低，因
此糖尿病人可以适量吃水果。

国外糖尿病协会认为：糖尿
病人是可以吃水果的。在他们
提供的糖尿病病人饮食建议里，
第一条就是要多吃水果和蔬菜，
而且最好是吃各种颜色的水果
和蔬菜，以丰富水果的多样性。

不过，糖尿病人最好不要喝果
汁，果汁通常会损失一些膳食纤
维，血糖反应会高于完整的水果。

误区五误区五：：
吃苦瓜可以治疗糖尿病吃苦瓜可以治疗糖尿病

真相：实际上，目前关于苦瓜
降血糖方面的研究大多都没有发
现明显的差异，关于苦瓜能否降
血糖、治疗糖尿病依然没有定论。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还是
严格遵循医嘱服药和控制血糖，
均衡饮食，不要轻易相信网上或
民间流传的偏方。

误区六误区六：：
吃酸奶可以预防糖尿病吃酸奶可以预防糖尿病

真相：酸奶是一种很好的钙
质来源，而且，虽然酸奶中加入
了糖，但按同样数量的碳水化合
物来比较，还是比白米饭白馒头
的血糖上升速度慢得多。所以，
每天食用酸奶是一种健康的生

活方式，糖尿病人可以喝酸奶。
但是，每天一杯酸奶能否真

正地预防糖尿病现在还无法确
定。而且，现在一些发现酸奶有
益血糖控制的研究中大多都是
每天一份酸奶，大约是28克。
而我国的酸奶一份小包装都是
100克左右，相当于是4份。酸
奶的含糖量较高，还是需要注意
不要吃太多。

误区七误区七：：
甜味剂会导致糖尿病甜味剂会导致糖尿病

真相：甜味剂，如阿斯巴甜、
甜蜜素等，它们能够提供甜味却
几乎不含能量，并不会升高血
糖。

所以，甜味剂是糖尿病病人
的一种良好替代产品。如果想
吃甜味食物，又担心升高血糖，
甜味剂食品是糖尿病患者的不
错选择。

误区八误区八：：
糖尿病人可以吃无糖食品糖尿病人可以吃无糖食品

真相：“无糖”并不意味着无
碳水化合物或者无热量。

我国营养标签标准规定，一
种食品如果要声称“无糖”，要求
满足固体或液体食品中每100
克或100毫升的含糖量不高于
0.5克（指碳水化合物）。

很多所谓的“无糖产品”，比
如无糖饼干、无糖麦片、无糖藕
粉等，虽然不含有人工添加的蔗
糖，但仍然含有大量淀粉，有的
甚至还添加了淀粉糖浆、葡萄糖
浆、麦芽糖浆、麦芽糊精等配
料。它们升高血糖的速度毫不

逊色于日常所吃的白糖，所以还
是少吃为妙。

误区九误区九：：
糖尿病人只能吃素菜糖尿病人只能吃素菜

真相：糖尿病患者应该注意
的是日常饮食的平衡。不吃肉类
势必使机体蛋白质不足，易导致
机体抵抗力降低，更易发生感染。

美国糖尿病协会也认为优
质的蛋白质对于糖尿病人的健
康十分重要，糖尿病患者也应该
保证每天都能摄入足够的优质
蛋白质，良好的蛋白质来源包括
瘦肉、豆类等。

误区十误区十：：
糖尿病患者少吃或不吃主食糖尿病患者少吃或不吃主食

真相：很多糖尿病患者都认
为控制血糖就不能吃主食，即使
吃也只能吃一点点，其实这完全
是误解。饮食控制是控制每日
摄入的总热量，单单控制某类食
物是不合理的，过度控制还可引
起低血糖及营养不良等，应当平
衡摄入各种饮食。

我们的主食最大的问题是
太精致了，如现在的精白米面，
除了损失了维生素和矿物质外，
血糖指数也高，的确不利于血糖
的控制。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
日常主食的选择应该尽量少吃
精制加工的主食，包括现在的

“精白细软”米面；而应该食用粗
粮和豆类等主食，同时注意粗细
搭配，如在白米白面中加黑米、
大豆等。所以，我们提倡杂粮主
食，如黑米、黄米、薯类等，需要
控制的主食主要是精白米面。

供暖季怎样预防“暖气病”？

冬枣和栗子
热量都不是“善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