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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钙是一件很考验各类食物综合协调的事
儿，因为每天 800 毫克的钙需求并不是一个小工
程，单独靠一类食物很难将这个量吃够，均衡饮
食才是补钙的不二法宝。其实，几乎每类食物旗
下都有几个“钙王”，以后可以经常让它们上餐
桌。

奶类。奶类不仅钙含量高，而且不含抑制钙
吸收的物质，反而含有乳糖或乳酸、维生素 D、赖
氨酸/色氨酸等促进钙吸收的成分。可以说奶类产
品，个个是钙王。我国膳食指南建议，每天应摄
入 300 克牛奶或相当量的奶制品。具体来说，300
克牛奶≈300 克酸奶≈30 克奶酪≈37.5 克奶粉。需
要提醒的是，选购酸奶、奶酪、奶粉时要注意查
看营养成分表，避免糖和油脂添加较多的产品。

蔬菜类。很多绿叶菜在补钙方面是一把好
手，例如胡萝卜缨、荠菜、芥菜等钙含量都高达
300 毫克/100 克左右，小萝卜缨、苋菜、乌塌菜、
红薯叶钙含量在 200 毫克/100 克左右，木耳菜、
油菜薹、小油菜、茴香等钙含量也都高于牛奶。
苋菜、菠菜等少数发“涩”的蔬菜草酸含量较
高，吃前焯一下水，可以去除大部分草酸。

菌藻类。某些新鲜菌藻钙含量毫不逊色，比
如口蘑的钙含量达到 169 毫克/100 克，海带更是
高达 348 毫克/100 克。而且，菌藻类食物蛋白质含
量往往较一般的蔬菜高，同时还含有一些多糖类
物质，属于膳食纤维范畴，有一定的保健价值，
应该常吃。

豆制品。常见的大豆有黄豆、青豆、黑豆，
这几种大豆钙含量都在 200 毫克/100 克左右。由
大豆加工而成的各种豆制品，钙含量也是出类拔
萃，例如豆干、千张、豆腐皮、素鸡、素大肠、
纳豆、豆腐丝等钙含量都在 200~450 毫克/100 克
之间。按照指南建议，成人每天可以吃大豆 15~25
克。具体来说，20 克大豆≈40 克豆腐干≈30 克豆
腐丝。

水产肉类。畜禽肉类整体钙含量不突出，不
过很多水产肉类却是潜藏的含钙高手，像泥鳅、
武昌鱼、鲈鱼、红娘鱼、凤尾鱼、鲷鱼、鲽鱼，
以及海虾、河虾、扇贝、牡蛎等，钙含量都在 100
毫克/100 克以上。水产肉类平均每天建议吃的量为
40~75 克。烹调时可以放些醋，不仅能去腥，也有
利于钙溶出和吸收。炖鱼还可以放些干香菇等干
制菌菇类，不仅可以增鲜助味，其中的维生素 D
还可以促进钙吸收。

全谷杂豆类。谷类食物中的青稞、荞麦，杂
豆中的芸豆、扁豆、鹰嘴豆、豌豆、绿豆等钙含
量都在 100 毫克/100 克以上，虽然全谷杂豆中的钙
吸收率不及牛奶，但当主食吃，通常量比较大，
对于增加钙摄入还是很有好处的。建议谷物和杂
豆类烹调之前先放冷藏室浸泡 4~12 小时，不仅做
出来的饭更嫩软，也有助于激活植酸酶，促进植
酸降解，减少植酸对钙吸收的影响。

坚果类。作为植物的种子，坚果类整体营养
素密度都比较高，其中也有很多低调的含钙大
户，例如炒榛子每 100 克钙含量高达 815 毫克，在
坚果中拔得头筹。黑白芝麻、花生仁、杏仁、松
子、山核桃、瓜子仁等钙含量也都在 100 毫克/100
克以上，每天吃一小把坚果 （膳食指南建议平均
每周 50~70 克） 不仅有益于心血管健康，还有利于
补钙。

调味品。这类食品中，芝麻酱和虾皮的钙含
量尤其突出。芝麻酱钙含量高达 1170 毫克/100
克，可以用来代替一部分烹调油，例如芝麻酱拌
菠菜、芝麻酱拌面，还可以做成芝麻酱花卷、芝
麻酱三明治、卷饼、涮火锅蘸料等。虾皮钙含量
为 991 毫克/100 克，即便每次只吃几克，也能补充
不少钙。市售虾皮大都盐含量很高，买的时候建
议选择低盐或无盐的。另外，把虾皮磨成粉有利
于提高钙吸收利用率，也可以直接在炒菜、做汤
时当调料用。

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一座城市健康与
否，与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为了评估荷兰各大城市
的健康程度，自然和建筑资产设计及咨询公司凯谛思
从流动性、户外空间、环境、建设环境、社区五个方
面出发，对荷兰20个城市进行排名。结果显示，格罗
宁根在各项评比中成绩最为突出，特别是“建设环
境”位居榜首，“环境”排名第三，成为当之无愧的

“荷兰最健康的城市”。
在凯谛思景观设计主管约翰·布恩看来，格罗

宁根获得第一名不足为奇。该城市在汽车限行及
自行车推广、自然景观维护等方面均走在荷兰各
大城市前列。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格罗宁根就开
始在交通规划方面大胆尝试。60 年代，荷兰汽车
数量猛增，城市严重拥堵。当时，普遍的做法是
拆除旧的社区以修建更多高速公路。但在格罗宁
根，24 岁的年轻交通市政规划师马克斯·范登·伯
格决定采取革命性政策：因为格罗宁根是个相对
较小、紧凑的城市，伯格决定将汽车从市中心驱
逐出去，为行人和自行车创造空间。

1977 年，新的交通通行规划实施。格罗宁根
市中心被划分为 4 个区域，除公交车外的大部分机
动车被禁止在这些区域通行，只能在外环线上行
驶，步行和骑自行车则会受到鼓励。如今，格罗
宁根的居民平均每人拥有 1.4 辆自行车，所有交通
活动中骑自行车的比例达到 60%以上，位居荷兰
之首。

机动车限行及自行车推广的成功，令格罗宁
根居民得到了更清新的空气和宁静的生活。与其
相比，阿姆斯特丹等大城市因为工业污染、汽车
尾气和噪音污染，在健康城市排名中表现不佳。

作为荷兰北部人口最多的城市，格罗宁根的
居民在享受着城市生活便利的同时，也能时刻亲
近大自然。该市四处被绿地和大自然环绕，从城
市的任何地方出发，骑行 15 分钟都可以欣赏到自
然风光。目前，市政规划者正在市外修建更多自
行车道，以便居民安全舒适地骑自行车到达附近
的村庄和田野。未来，公交车也将被从市中心移
出，为行人和骑行者腾出更多空间，并在市区兴
建更多绿地和公园。

此外，格罗宁根还推出了“健康老龄化愿
景”。市政府计划将建造更多有利于市民休闲娱乐
的设施和公共空间，推进清洁能源的使用，关注
食品健康和安全，鼓励市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
互帮互助，打造一个有人情味儿的城市。

凯谛思总监马琼·丹·巴伯认为，此次评选的
目的并不是为了选出一些“精英城市”，而是为了
检验并强调优秀的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对改善
市民生活的作用。不难看出，在制定城市相关政
策时，格罗宁根一直将改善居民生活质量作为首
要目标，这也正是努力建设健康城市的指导方向
和目的。在她看来，目前肆虐欧洲的新冠肺炎疫
情更加凸显了建设健康城市的必要性。

如果把一个健康成年女性体内的铁浓缩一下，大
概有一个小号的铁钉那么大。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
病研究所副所长江滨告诉记者，人体内的铁60%~75%
存在于血红蛋白中，其他存在于肝、脾和骨髓中。一旦
血液里的铁变少了，健康状况便会受到影响。例如很多
女性常常感到无力、爬几层楼就气喘、皮肤异常苍白、
注意力难以集中，这些都是缺铁的表现。

近日英国《每日邮报》发文称，数以百万计的英
国女性缺铁，在 19~64岁的女性中，27%的人未能达
到推荐的铁摄入量。此前，我国卫生部针对育龄女性
贫血状况统计，近一半育龄女性贫血。

江滨解释说，女性最常见的缺铁原因是减肥和素
食，其次是月经异常。女性生理的特殊性导致她们比
男性更需要铁。此外，正常的代谢会让一部分铁在正
常范围内流失，而孕期、营养不足、月经过多和药物
影响都可能让铁的流失进入“加速模式”。铁元素缺
乏有如下后果：

贫血。铁是人体必需营养素，缺铁带来的最大恶
果就是贫血。轻度贫血患者自觉经常头晕耳鸣、注意
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最易被人发现的是面色、眼
睑和指（趾）甲苍白，还有儿童身高和体重增长缓
慢。病情进一步发展还可出现心跳加快、经常心慌。
肌肉缺氧常表现出全身乏力，容易疲倦。

不孕。缺铁可能导致不孕，因为缺铁会严重影响
到怀孕前的卵巢功能，导致体内的黄体酮分泌下降，
而黄体酮正是怀孕至关重要的因素。

抵抗力下降。缺铁会令身体许多机能下降，抵抗
力也会降低，继而容易受到病原体的侵袭。

吞咽困难综合征。表现为低色素贫血、吞咽困
难、口角炎、舌头异常感觉等。

江滨建议，已经确认体内缺铁的女性，除了按医
嘱补充铁剂外，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多吃含铁丰富的
食物，如动物肝脏、瘦肉、红枣等。铁在酸性环境下
更易被吸收，可同时搭配酱油、柑橘类水果。但要注
意，经常饮用浓茶、咖啡会造成铁吸收障碍，贫血患
者要少喝。

虽然很多研究表明晨跑有很多好处，比如运
动能力提升更快等，但对于“空腹晨跑”，大家却
看法不一，有人说空腹晨跑是最佳的减肥方式，
有人说空腹晨跑伤肠胃。对此，《生命时报》特邀
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人体科学学院副教授苏浩解答。

空腹状态时，胰岛素含量相对较低，由于缺
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人体会调动更多脂肪，为
运动提供所需的能量。所以空腹晨跑的确可让燃
脂变得更加高效，但不意味着你要盲目地尝试此
方法来快速燃脂。苏浩说，晨跑前 30 分钟~1 小时
最好吃点东西。有强烈减脂需求或来不及吃东西
的跑者，可适当尝试空腹晨跑，但跑前 10~20 分钟
最好喝点糖水，且跑步时间不要超过 30 分钟。但
不建议长期空腹晨跑，会损害肠胃功能。这是由
于身体经过一夜的新陈代谢后，胃会释放较多的
胃酸，若没有食物进入，胃酸会影响胃黏膜，长
此以往增加胃溃疡的发生。此外，有心血管疾
病、肺脏疾病、代谢疾病的人，休息或轻度活动
时出现气短眩晕或晕厥症状、端坐呼吸或阵发性
呼吸困难的人不能空腹晨跑。

当晨跑时间过长或强度较大时，必须提前一
小时摄入充分的热量 （100~200 千卡），因为我们
经过 6~8 小时的睡眠时间后，消耗了身体大量的能
量，若得不到及时补充，能量将处于严重亏欠状
态，难以维持高强度的训练。特别在寒冷的冬
季，我们还需通过补充能量来维持体温。

苏浩说，现在已入冬，晨跑尽量不要再空腹
了，否则身体容易因吸入冷空气导致胃肠道紊
乱、胀气、腹泻等，此外还要注意以下几点：

晨跑时间要适宜。冬季晨跑的时间不宜过
早，最早不晚于太阳升起的时间，7 点~9 点为最佳
时间。此时太阳升起，植物的光合作用加强，空

气中的含氧量增加，空气的新鲜度会提高；其
次，污染物得以消散，可减少呼吸系统疾病的发
生；升温后，心血管会逐步处于一个稳定状态，
从而不易因低温导致痉挛，增加心脑血管疾病，
特别是脑中风和冠心病。

充分拉伸。晨跑前充分拉伸肌肉，以避免天
气寒冷导致肌肉拉伤；晨跑结束后，体温会随运
动结束下降较快，此时也应适当牵拉肌肉，避免
肌肉出现僵硬、痉挛等情况。

选择合适地点。选择公园、小区内部、运动
场等路面平整、绿色植物多的地方跑步。

注意保暖。穿防风保暖的衣物，且运动结束
后不要马上脱掉，应回到家中，等温度恒定后再
换下被汗水浸透的运动内衣及相关衣物，最好冲
个澡再进行其他活动。如果时间相对紧张，没条
件回家换衣服的人，建议晨跑时间安排在周末或
不上班的清晨。另外，出现大风、雨雪天气等恶
劣天气时应停止晨跑。

无论学习、工作还是生活，注意力都至关重要。
《实验心理学杂志·人类感知与表现》刊登一项最新研
究发现，领导反馈和目标设定有助于提高员工注意
力。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研究人员共完成 4
项实验。研究人员要求每位参试者完成一个简单但要
求集中注意力的任务，持续时间为30分钟。研究人员
测量目标设定、反馈和奖励措施对参试者保持注意力
的有效性。第一项实验比较了困难和容易两种特定目
标条件。结果发现，设定特定目标可以提高持续注意
力，但对任务参与没有影响。第二项实验在不同条件
下操纵目标设定和领导反馈。研究人员将任务分段进

行，并在每个阶段结束时提供领导反馈。结果发现，
将特定目标与反馈相结合可提高注意力和动机。第三
项实验考察了目标与奖励配对的效果。结果显示，获
得奖励可提升参试者动机，但工作绩效并没有提高，
现金奖励的影响也不明显。第四项实验考察范围更
广，旨在检验难度适中的目标是否带来最佳绩效。结
果发现中等难度的目标对变量没有影响。

研究人员表示，长期保持注意力往往难度极大。
所有实验都表明，一个人持续完成任务的时间越长，
其表现也会因为注意力和疲劳等问题而变得越差。新
研究结果表明，及时的领导反馈是提升员工专注力和
保持最佳绩效的强大刺激因素。

及时反馈 提升员工专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