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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是最受大家重视的营养素之一，也是我国
居民膳食中容易缺乏的矿物质，按照 《中国居民
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 （2013 版）》，成人钙的推
荐摄入量为 800~1000 毫克/天。相关数据显示，国
人平均每天钙的摄入量仅为 364.3 毫克。饮食补
钙是最好的方式，具体如何做？营养师根据不同
食物的钙含量、钙的吸收利用率以及该食物对整
体补钙的贡献，总结了一个“补钙食物金字塔”，
可供大家参考。

最底层：奶制品。牛奶、酸奶等奶制品是钙
的良好来源，它们不仅含钙量丰富，而且吸收率
也高。其中，牛奶、酸奶钙含量一般为 100~120 毫
克/100 克，奶酪高达 799 毫克/100 克。成年人每天
喝 300 克牛奶/酸奶，基本可获得一天所需钙的 1/
3。如果对乳糖不耐受，建议选择零乳糖/低乳糖
的牛奶，或者选择酸奶、奶酪等奶制品。换算比
例是，100 克牛奶=100 克酸奶=10 克奶酪。酸奶含
有一定量的添加糖，购买时注意查看营养成分
表，尽量选碳水化合物低于 12%的。奶酪的缺点
在于，脂肪含量很高，减重的人最好选择低脂奶
酪。

第二层：绿叶菜。一些深绿色蔬菜也是钙的
好来源，含量在 50~130 毫克/100 克，例如芥蓝、
小白菜、小油菜，分别高达 121 毫克/100 克、117
毫克/100 克、153 毫克/100 克。除了高钙，绿叶菜
还富含多种有助钙吸收的营养素，比如镁、钾、
维生素 K 等。另外，从热量供应看，绿叶菜也是
补钙的最佳来源。不过，有些蔬菜 （比如菠菜、
苋菜、空心菜等） 草酸含量较高，这种物质可与
钙形成沉淀而降低钙吸收，因此烹调前最好先放
入沸水中焯烫一下，去除部分草酸。

第三层：豆腐、豆腐干。豆腐
含钙量在 100 毫克/100 克以上，例
如，北豆腐、南豆腐的含钙量分别
为 105 毫 克/100 克 、 113 毫 克/100
克。豆腐干由于除去了一些水分，
钙含量大大提升，高达 447 毫克/
100 克 。 豆 腐 、 豆 腐 干 中 还 富 含
钾、镁等有利于钙吸收的营养素。
不过，相比奶制品，豆制品中钙的
吸收率较低。还需要注意的是，并
不是所有的豆制品都适合补钙，例
如内酯豆腐、豆浆的含钙量就很
低，分别只有 17 毫克/100 克、5 毫
克/100 克。建议每天吃 15~25 克大
豆或相当量的豆制品，25 克大豆=
72.5 克北豆腐=140 克南豆腐=55 克
豆腐干。

顶层：坚果、鱼虾贝类。坚果 （如榛子、黑
芝麻、花生）、鱼虾贝类 （如石螺、鲮鱼罐头、草
虾） 也能为我们提供一部分钙。例如炒熟的杏仁
（141 毫克/100 克）、松子 （161 毫克/100 克）、花生
仁 （284 毫克/100 克）、榛子 （815 毫克/100 克），
含钙量都在 100 毫克/100 克以上。需要说明的是，
芝麻酱虽然钙含量很高 （1170 毫克/100 克），吃上
两勺就能摄入上百毫克钙，但它还含有影响钙吸
收的成分 （如植酸、草酸），另外，芝麻酱高脂肪
高热量，因此不推荐多吃。虾皮钙含量也很高
（991 毫克/100 克），但我们每次吃虾皮的量并不
多，一般也就几克，再加上牙齿和胃很难将虾皮
充分磨碎，导致其中复合物形式的钙很难被吸
收。更重要的是，虾皮里钠含量还很高 （5058 毫
克/100 克），因此，补钙不能指望虾皮。

想摄入充足的钙，可以这样搭配：每天至少
喝 300 克纯牛奶/酸奶，或者吃 30 克奶酪；每天吃
1 斤蔬菜 （生重），其中，深绿色蔬菜占一半；1~3
两豆制品，如北豆腐、南豆腐、豆腐干等； 1 小
把坚果仁、 1~2 两鱼虾贝类；芝麻酱 （吃 1 小
勺）、虾皮等也可少量吃 （如 5 克做汤）。在此基础
上，饮食方面还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适量吃
肉。研究发现，膳食中适量的蛋白质有助钙的吸
收，但当膳食中蛋白质过多，钙的吸收率反而降
低，尿排泄钙也会增加，从而引起钙的缺乏。所
以，经常大鱼大肉的膳食习惯，容易阻碍钙的吸
收。成年人每天畜禽肉类的摄入量应为 50~75 克。
第二，少吃盐。盐摄入量越多，尿中排出钙的量
越多，钙的吸收也就越差。第三，少喝酒。过量
饮酒会使肝功能受损，从而使维生素 D 的代谢受
到影响，不利于钙吸收。

肾脏是人体泌尿系统的重要器官，承担了身
体排出代谢产物、调节水钠电解质平衡、产生活
性维生素 D 及促红细胞生成素等多种功能。别看
肾脏平时不罢工、不喊累，但它有可能是“轻伤
不下火线”，坚持带病工作。因为早期慢性肾病一
般无任何症状、体征，所以容易造成病情延误，
当患者出现泡沫尿、脚踝肿胀、眼睑浮肿、乏力
腰酸、头痛、失眠、高血压、贫血、食欲减退、
恶心、呕吐等症状时，往往已经是肾脏即将“倒
下”的时候了，更有甚者肾功能已经失去了 90%。

通俗来说，凡是存在肾损伤或肾功能减退 3 个
月及以上的，都可视为慢性肾脏病，在我国发病
率高达 10.8%，患者人数超过 1 亿，需要接受肾脏
替代治疗的终末肾脏病患者达 150 多万。慢性肾脏
病有“三高”“三低”的特点，“三高”是指发病
率高、伴发心脑血管疾病高、病死率高；“三低”
是指对慢性肾脏病的知晓率低、对伴发心脑血管
疾病风险的认知率低、防治率低。因此，慢性肾
脏病的高危人群，应当未雨绸缪，做好前期预
防，以下几类人要格外警惕。

高血压患者。长期高血压可以造成肾小球缺
血硬化，使患者出现夜尿增多、尿白蛋白排泄增
加的情况，严重时就会造成肾功能减退。所以，
高血压患者一定要遵医嘱服用降压药，定期做肾
脏相关检查。

糖尿病患者。糖尿病肾病引起的尿毒症是每
年新增透析的首要病因，患者多表现为水肿、大
量蛋白尿、肾功能受损，常有多种合并症，包括
视网膜病变、周围神经病变，外周血管病变、感
染、心脑血管疾病等。糖尿病患者日常要严格控
制血糖、血压、血脂，定期检查尿白蛋白/肌酐，
以便早期发现肾病征兆，早期干预。

超重和肥胖人群。肥胖不仅危害身体健康，
还会加重肾脏负担，引起肾小球血流动力学改
变，造成肥胖相关性肾病。

有肝炎病史者。肝炎可引起乙肝相关性肾
炎、丙肝相关性肾炎，这类患者日常要注意筛查
病毒复制、肝脏功能和尿常规。

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自身免疫性疾病是机
体对自身抗原发生免疫反应而导致自体组织损害
所引起的疾病，如类风湿性关节炎、系统性红斑
狼疮、强直性脊柱炎、血管炎等。患有自身免疫
性疾病的患者容易引发相关疾病的肾病，如狼疮
性肾炎等。

有长期用药史的人群。药物性肾损害在临床上
较为普遍，应给予重视，如长期服用含有马兜铃酸的
中药、氨基糖苷类药物、非甾体抗炎药以及某些减肥
药等，都有可能造成肾小管间质纤维化，长时间、大
量服用这些药物要警惕肾功能损伤。

有肾脏病史或早产时低体重者。在严重感
染、药物过量或急性应激状态下，这类人群肾脏
受损的风险比正常人群要高。

泌尿系反复感染者。有肾结石或前列腺肥
大、反复泌尿系感染以及因梗阻出现肾盂积水的
患者，也是肾病高危人群。

有某些不良生活习惯者。吸烟、大量饮酒、
熬夜、高强度健身+大量蛋白粉、长期使用美白用
品、频繁文身和染发、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有高尿酸血症，以及超过 50 岁且伴有多种疾病、
有肿瘤病史的人，都有较高患肾脏病的风险。

要想预防慢性肾脏病，定期检查相关指标是
有效措施：尿常规筛查可明确是否有蛋白尿、血
尿；肾功能检查主要关注血肌酐、尿素氮指标；
肾脏超声检查则是关注肾脏形态和结构是否改
变。若以上任何一项出现异常，都应考虑肾病可
能。此外，日常需保持饮食健康，注重低盐、低
脂、适量摄入蛋白：多吃新鲜蔬果，严格限制油
炸煎烤食品；调整生活方式，戒烟戒酒、劳逸结
合；提倡进行打太极、游泳、散步、跳舞、打羽
毛球等运动,每周 3~5 次，每次 30 分钟左右；积极
治疗基础病，避免滥用药物。

天气变凉，人们的食欲日益上升，总想吃点
什么“补补”。有人喜欢高蛋白质高脂肪的肉类，
有人偏爱油腻辛辣的东西。其实，与吃大量牛羊
肉和辛辣食物相比，秋冬吃坚果是很不错的养生
方法，早餐尤其应该加上一把。这样的早餐有一
个可爱的名称：松鼠早餐。

坚果多半秋天成熟，按大自然的安排，要等
到春天才有发芽的可能。因此，松鼠和其他小动
物们都会把坚果作为冬季的储藏食物。坚果属于
种子，其中蕴含着植物萌发生长所需的各种营养
成分，还有帮助坚果储藏一冬天所需的抗氧化成
分，所以营养价值非常高，适合在寒冷季节给人
体补充营养。具体来说，坚果中富含维生素 E、多
种 B 族维生素，以及铁、锌、钙、镁等各种矿物
质，还有一定数量的蛋白质，这些都有利于人们
抵抗寒冷。其中，钙与人体的产热能力有一定关
系，铁帮助人体运输氧气，维生素 E 对保障血液
循环的顺畅有益。

人们对坚果的顾虑，主要是其中所含有的大
量脂肪。其实，核桃、榛子等坚果中所含的脂肪
酸，以单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具有升高“好胆固
醇”、降低“坏胆固醇”的效果，比豆油、菜籽油
等烹调油更有利于心脏健康。但无论是什么类型
的油脂，如果大量吃，的确会有发胖风险。所
以，美国研究者提示，开心果、核桃等各种坚果
仁每天吃 28 克即可，也就是一小把的量。而且，
最好能够用坚果来替代其他含有油脂的食物。比

如说，用开心果来替代饼干、曲奇之类的点心；
吃了核桃、花生，就少吃一个炒菜，换成凉拌
菜。这样，一天中的脂肪就不会增加，各种营养
成分却大大加强，膳食变得更健康。

早餐吃坚果，也是保障坚果健康效应的最佳
方式。因为早餐人们很少饮食过量，大部分处于
营养供应不足的状态，此时补充坚果这种高能量
高营养的食物，可以提高早餐质量，改善三餐比
例。另一方面，早餐后人们代谢水平较高，工作
任务又繁重，所吃的食物很难变成脂肪沉积在身
上。所以，早餐吃一把坚果并无长胖危险，相反
会抑制午餐和晚餐的食欲，对控制体重有益无害。

像松鼠一样吃早餐，操作起来也简单。可以
在头一天看电视的时候剥好一小把果仁，或者直
接买已经去壳的果仁，比如核桃仁、松子仁等，
早餐时加入即可。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常吃的松鼠早餐——全麦
核桃三明治套餐。

原料：全麦馒头 1 个，核桃仁 1 把 （25 克左
右），热牛奶1杯约200克，生菜叶2片，沙拉酱半勺。

做法：1. 把全麦馒头切成 4 片；平锅上涂少
量橄榄油，转小火，放上馒头片焙干焙香。2.把馒
头片翻面，核桃仁切碎，生菜叶子洗净控去水
分；3.把馒头片取出，一面涂一点点沙拉酱，夹入
核桃碎和生菜叶，做成三明治；4. 就着牛奶把三
明治吃掉。

说明：1.可以用其他含有粗粮的食物来替代全
麦馒头，如黑麦面包、杂粮饼等。2.如果是青少年
或年轻力壮的人，建议再加一个煮鸡蛋和半个全
麦馒头，煮蛋切碎后也可夹到馒头片当中，撒一
点点椒盐更好吃。3.对牛奶不耐受的人，建议改成
豆浆。

有研究证实，两个亲密好友的其中一人变胖
时，另一个变胖的几率会提高 171%。而麻省理工
学院的研究者发现，运动也可能传染。他们记录
了约 110 万人的锻炼模式、地理位置和社交网络关
系后看到，喜欢跑步的人容易受到好友的积极影
响。一个人平均多跑 1 公里，就能让他的好友多跑
300 米。不过这种影响在两性中存在差异——影响
男性跑步的朋友没有性别之分，而女性多只会受
其女性朋友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