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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补不如食补？这话有陷阱

昆虫或成日常饮食

编者按：
《吃的误区太多！协和医院教授指点迷津》
（见 1 月 29 日本报 8 版）一文见报后，
上百位读者通过本报
向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任医师、
教授于康提问。于康教授认真阅读了大家的提问，
发现大家提问范围太广，
而他
不清楚每位读者的具体身体状况，
于是从大家集中的问题以及常见的病症出发写了以下这篇文章作为回信。
答《快乐老人报》读者：
很多老年读者都问我：生了什么病了，该怎么吃呢？
不少人相信“药补不如食补”，听说“吃某某食物能治疗什
么病”
“某某疾病要多吃什么东西”，就拼命吃，天天吃，顿
顿吃，而对药物避而远之。用食物代替药物、用食物治病
的做法非常危险。食物不能治病，不要混淆了食物的“营
养作用”
和药物的
“治疗作用”
。
食物不能替代药物
食物不能替代药物治病。我常常开玩笑地说：如果
食物能治病，那医院都改菜市场了，人生病了也不用去医
院，
都去菜市场就行了。虽然夸张，
但说的是这么个道理。
食物的主要作用是提供人体生长发育和健康发展所
需的各种营养，
吃对了有利健康、
有利于预防部分疾病，
也
有利于患者术后恢复健康、恢复体力，营养的作用可以作
为辅助和配合治疗的一种手段。但食物不能替代药物，
无
法担负药物和其他治疗手段在治病中的重要作用。
对于治病，通过食物所能获得的有益成分的剂量远
远不如药物，而且药物常常是多种有针对性的成分的合
成，而食物不可能有这样的针对性，甚至还可能同时含有
作用相反的物质。所以即使吃某种食物对某种病的治疗
有益，
一般也是辅助性的，
不可能是替代性的。
“病从口出”
不容易
盲目食补的人，往往认为一种食物好就拼命地多吃，
恨不得天天、顿顿吃一种东西。长期保持这种饮食习惯，

很容易造成营养不良的问题，
严重时还可能危及生命。比
如夏天经常有患者因过量喝绿豆汤导致腹痛、腹泻，还有
人因过量补充维 C 导致肾、
输尿管、
膀胱结石。人参、
鹿茸
虽是滋补佳品，尚且不能多吃、乱吃，否则会导致流鼻血、
头晕等，
何况市面上所谓的一些功能性食品、
保健食品。
食物对人体的影响是个长期积累的过程，
“病从口入”
很容易，
“病从口出”不容易，想通过吃某种东西达到治疗
的目的不可能。身体出问题时，不要盲目食疗，应该去看
医生，
遵医嘱接受治疗，
同时要纠正不良饮食习惯。
低钙饮食易患高血压
针对大家提问较多的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和癌症，
我再多说几句。
1.高血压不仅与高钠饮食有关，
还与低钙饮食有关。增
加奶类制品摄入可降低患高血压的风险。研究发现，
人在合
理补钙时，
患高血压的风险降低50%左右。在低钙饮食下，
收
缩压（高压）升高的幅度会变大；
而高钙饮食下，
幅度会降低。
2.坚果有助于控制胆固醇，
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
险，
已被多项科学研究证实。坚果每日推荐食用量是10克。
3.糖尿病是自身出了问题，
不是糖吃多了。糖尿病人
要控糖，
但不能拒绝糖，
有时需要糖来救命。
4.
“酸性体质易得癌”
之说是本末倒置。肿瘤对体液酸
碱度的影响只局限于肿瘤组织周边的微环境，
尚无科学证
据表明肿瘤会导致整个身体的体液都
“变酸”
。身体的 pH
值不会因为吃进去的食物而改变。碱性食物吃进胃里，
首
先会被胃酸中和，
人体本身的酸碱调节能力也会作用于它。
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任医师、
教授于康

昆虫是食物链中重要
的一环。吃虫子并没有大
家想象的可怕。尽管你现
在或许还不愿接受虫子大
餐，但随着全球人口增加，
资源枯竭，
未来能喂饱人类
的可能就是昆虫（或藻类）。
早在 2013 年，联合国
粮食和农业组织就发布了
一份名为《可食用昆虫：未
来食物之选及其养殖安
全》的报告，鼓励人类吃虫
养虫。根据他们的数据，
全世界有 20 亿人有吃虫的
习俗，其中东南亚、南美和
非洲是最爱吃虫的地区。
纳 入 食 谱 的 昆 虫 有 1900
种之多，其中甲虫、毛虫、
蜜蜂、黄蜂、蚂蚁、蚱蜢和
蟋蟀是吃得最多的。
昆虫是健康的蛋白质
来源，其蛋白质含量比瘦
牛肉、鱼肉和鸡蛋还高，必
需氨基酸的比例接近完
美。昆虫还可提供非常优
质的脂肪、膳食纤维、维生
素和矿物质营养，在某些
方面超过传统的肉制品。
更重要的是，从环保和可
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饲
养昆虫的优势明显。现在
国外已有公司在开发昆虫
蛋白粉，
用于饲料和食品工
业。
（食品安全博士 钟凯）

每天花几分钟打开
“活血开关”
俗话说
“通则不痛，
痛则不通”
，
老
年人由于气虚、
血虚等原因，
多有气血
不畅的问题，于是身体就容易出现这
里痛、那里不舒服。其实每天只需几
分钟就能打开身体的
“活血开关”
。
头部：
多叩多梳健脑安神

头连线的中点）。膻中穴活血可用擦
和点的方法。擦时用手掌的大鱼际快
速上下摩擦膻中穴，直至有微微发热
感。点法需五指并拢，用指端进行有
弹性的敲打，胸部的穴位不要用力太
重；
由内向外点击，
不要点乳头部位。

腹部：
常拍揉健胃强身
头部活血从按摩开始，有叩和梳
两个手法。叩法是五指稍分开，用指
腹部活血可用拍和摩两个手
端进行敲打；梳法是用指甲从前往后 法。拍法用虚掌拍，五指并拢微屈，
做梳头的动作。接下来可按揉风池 掌心呈空虚状拍打，配合腹式呼吸
穴（在头额后面大筋的两旁与耳垂平 （吸气的时候腹部隆起，呼气的时候
行处），能聪耳明目、健脑安神。可用 腹部下陷）。吸气后屏住呼吸，保持
按揉法或擦法按摩，
先双手十指交叉， 腹部膨隆，用虚掌掌心对着肚脐神阙
然后竖起双拇指，
将手置于脑后，
两个 穴拍打。拍打的次数和轻重根据个
拇指指端用力点按风池穴，注意向上 人体质而定。一开始可以次数少点、
方用力，
对着前额部用力，
会有明显的 力量轻点，以后再逐渐加多加重。拍
酸胀感；
然后双拇指放平，
用指腹上下 法一般在空腹时进行，饭后 1 小时内
快速擦动，
使穴位处有微微发热感。
不宜拍。摩法只需双手重叠，置于腹
部，
按顺时针方向推摩，
运行到左下腹
胸部：
摩擦膻中穴活血益心肺
时可稍用一点力。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
胸部的活血要穴是膻中穴（两乳 一附属医院推拿科主治中医师 林敏）

有闺蜜的人更容易长寿
在江西省南昌县三江镇乌龙街，
98 岁的涂家妹和 104 岁的孟任英是
镇上远近闻名的
“百岁闺蜜”
。
“年轻时我们结伴去集市挑担补
贴家用，赚来的钱就在路上买吃的。
我们那时经常一起聊天，
想着做一辈
子的朋友，没事的时候就一起喝酒，
不烈的酒我不喝，
她比我还能喝。
”
涂
家妹说。涂家妹的老伴 1986 年去世
后，孟任英更是成了她精神上的支
柱。涂家妹的儿媳妇袁沪萍说：
“我
婆婆不能走太多路，
但孟婆婆身体很
好，经常来找我婆婆聊天，一个星期
最少要来五次，
一坐就是大半天。
”

有时候孟任英家里有好吃的，
都
会带给涂家妹。
“孟任英上次把鸭蛋煮
熟了偷偷藏在我的枕头底下，
我晚上
睡觉的时候才看见。
”
涂家妹笑着说。
“患抑郁症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
为孤独。中医认为，
百病生于气。忧
郁者，
气闭塞而不行。所以提倡大家
多交朋友，
对精神养生有帮助。
”
北京
中医药大学养生室教授张湖德说，
有
闺蜜的人不容易孤独，
有很多时间一
起说笑玩闹，
可以经常处于精神愉快
的状态，有利于长寿。不过他指出，
交朋友也不宜过多，以免应付不过
来，
耗费气血。
（记者刘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