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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食是一种
“
瘾”，很难戒掉。 同时它也是超重、疲劳、
炎症等许多不良身体状况的诱因。 曾有人实验 1 个月不
吃糖，结果体重减掉了 9 斤，胆固醇也降低了。 然而，对于
我们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完全“戒糖”不仅没有必要，还会
伤害身体，“
有戒有控”才是根本。

完全“戒糖”
适合每个人吗？
成功案例 “戒糖”一个月减重 9 斤
2017 年，来自荷兰的沙夏做了一
个实验： 一个月内不吃糖， 包括含酒
精、添加物的一切食物。
在实验开始之前， 他先检测了自
己的身体健康状况， 结果显示除了胆
固醇略高，其他数值都算正常。 实验开
始后，沙夏每天的饮食就是一些水果、
蔬菜、蛋类和酸奶等。
到第四天的时候， 沙夏感觉浑身
不舒服，总是饿，还容易胡思乱想。 没
有零食，饮料也不能喝，他的情绪变得
暴躁。 营养师告诉他，蔬菜、水果以及

不同看法

对待饮食切忌走极端

从上述实验可以看出，“戒糖”好
像真的是对身体健康有帮助。
研究表明，吃甜食会促进多巴胺
的分泌，产生短暂的愉悦感。 但是如
果长期过多地摄入糖分会让体重增
加、情绪不稳定，还会扰乱新陈代谢，
具体表现为爱长痘痘。 当然，糖分对
牙齿的不良影响也是众所周知的。
但即便如此，对于大部分普通人
来说，完全“戒糖”不仅没有必要，还
会伤害身体。 在绝大多数时候，合理
控制糖分摄入就可以了。
有人认为“戒糖”能让皮肤变好，
但也并不是对所有人都适用。 因为皮

控糖有招

高纤维的面包都是他的最佳伴侣。 而
油、肉、坚果是可以吃一些的，可以让
人更精神，也有助于维持身材。
熬到第 25 天时，沙夏发现自己对
糖已经没有那么大欲望了， 而且他能
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产生了变化，
早上起床更容易了， 也没有那么容易
感觉到累。
实验结束后， 他又去做了一次身
体检测，得到的结果却完全不同：体重
掉了 4.5kg，体脂降了 1.3%，胆固醇也
降低了。

肤是肝脏问题的“信使”，如果肝脏的
排毒功能减弱，让糖、脂肪或酒精堆
积过剩，人体就会长出青春痘。
对于睡眠、情绪、体重等问题，也
不是不吃糖就能完全解决的。 这需要
合理、健康的饮食习惯和适当的运动。
另外，糖其实是人体所必需的营
养之一，它能为人体新陈代谢提供帮
助、为生命活动提供能量，对心理的
作用也不可小觑，完全“戒糖”就显得
极端了些。
因此，专家认为，对待饮食，切忌
走极端，要做到什么都吃，同时还要
适可而止，才能保证身体的健康。

戒掉糖浆等游离糖 控制碳水化合物摄入

首先，我们需要搞清楚“糖”的概
念。并不是所有含糖的东西都不好，可
以“戒掉”的糖是指游离糖，需要“控
制”的则是碳水化合物的摄入。
糖的本质就是碳水化合物， 作为
人体能量的主要来源之一，“戒掉”是
不现实的。如果长期缺失碳水化合物，
身体会利用脂肪和蛋白质作为能量来
源。 分解蛋白质来
“造糖”会导致肌肉
流失，甚至免疫力下降，诱发各种健康
问题。 因此，对于碳水化合物，以控制
摄入量为佳。
游离糖是指 人 类 在 制 造 食 品 时
加入的各种糖， 如 白 砂 糖 、 蜂 蜜 、 各
类糖浆等。 对于减脂人群来说，是可

以完全戒掉的， 就算是非减脂人群
为了保持健康也要严格控制游离糖
的摄入。
世界卫生组织（WHO）建议把游
离糖的摄入限制在每天总能量的
10%以下， 对于轻体力活动的成年人
来说，最好控制在 5%以下，也就是 25
克左右以下。而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
南（2016）》的权威建议，每人每天摄
入添加糖不应超过 50 克。
只从 25 克、50 克这些数字来看，
并不能让人有清楚深刻的印象。 据记
者了解，一瓶 500 毫升可乐的含糖量
约为 63 克，而做一份红烧肉，里面大
约会有 50 克糖。

饮食建议
主食类
糙米

燕麦

糙米中含有 大 量 的 纤
维素， 而其胚芽能够改善
肠胃机能，促进 新 陈代谢以
及排毒。
研究证明， 糙米的血糖
指数比白米饭低， 使人的饱
腹感增加，有利于控制食欲。

燕麦粥有通便的作用，能
有效解决便秘。 另外，燕麦片
可以改善血液循环，缓解生活
工作带来的压力; 含有的钙、
磷、铁、锌等矿物质有预防骨
质疏松、促进伤口愈合、防止
贫血的功效，是补钙佳品。

蔬菜类
菠菜

菠菜富含植物粗纤维，
能加强肠胃功能，助消化，有
效治疗便秘。 而它含有的胡
萝卜素则能转化成维生素
A，有效促进生长发育。 它含
有的铁元素， 是血红蛋白的
重要成分， 能辅助治疗缺铁
性贫血。
苦瓜

苦瓜不仅富含膳食纤
维，还可以延缓脂类的吸收。

它也含有较高维生素 C，可
以加速脂类的代谢， 提高机
体杀菌能力，增强免疫力。 苦
瓜性寒味苦，可消暑止渴，尤
其适合夏季食用。
海带

海带属于海洋藻类食
物。 海带有排水排油，帮助肌
肤紧致的作用， 夏天吃还可
以有助于人们解暑， 不仅味
道鲜美，热量与脂肪量也低。

奶蛋类
鲜奶

喝一杯，有利于睡眠。

鲜奶中含有丰富的钙元
素，能帮助人体燃烧脂肪，促
进机体产生更多能降解脂肪
的酶。 鲜牛奶性温滑肠，有养
胃、调理肠胃的作用，多饮用
护胃养胃。 而且鲜牛奶有镇
定的作用， 睡前一个小时前

鸡蛋

鸡蛋可以使血液中的高
密度脂蛋白增高， 可保护血
管防止硬化。 由此看来鸡蛋
减肥法是有科学根据的，通
过实践也是行之有效的一种
实用的减肥法。

豆制类
豆腐

花生

豆腐含有大量 的 植 物
性蛋白质，容易饱 腹 ， 且 豆
腐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提
高消化功能，有助于减肥瘦
身，特别是针对腹部的脂肪
尤其有效。

花生有一种叫叶酸的营
养素， 它含有大量的不饱和
脂肪酸，能够增加热量散发，
燃烧有害胆固醇。 不过，由于
花生热量比较高， 尽量不要
过量食用。

水果类
苹果

恢复体力和增强抗病力。

苹果含有丰富的果胶，
能减少脂肪的吸收与体内废
物的囤积， 其优越的清肠作
用，还能加速新陈代谢。 苹果
属于碱性食品， 能和体内酸
性物质发生中和反应， 从而

橙子

橙子含有维生素 B 群以
及丰富的膳食纤维，具有帮助
排便、加速淀粉与脂肪代谢的
作用。 本版文/记者 蔡卫卫
制图 / 廖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