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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肥需科学 重在针对性

■ 本报记者 雷春香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节奏的加快，我国居民超重
肥胖问题凸显，增长幅度高于发达国家。 超重肥胖已成为 21 世纪的流行
病。 哪些生活方式会导致肥胖？ 如何正确减肥控制体重呢？ 天津南开医院
内分泌及代谢病科主任郭健来为大家支招。

超重肥胖原因多样
根据国家卫计委发布的 2015 年 《中
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 显示，全
国 18 岁及以上成人超重率为 30.1%，肥
胖率为 11.9%，6 岁至 17 岁儿童青少年超
重率为 9.6%。
据郭健主任介绍， 肥胖病是指体内脂
肪堆积过多和（或）分布异常。肥胖的危害
有很多，包括血脂异常、糖尿病风险增加、
患高血压的概率增加、 脑血管病变风险增
加、脂肪肝、便秘、呼吸性疾病、骨关节疾
病、肥胖相关性肾病、多囊卵巢综合征、癌
症等。 如今，高血压、糖尿病等许多慢性病
的出现，与肥胖密切相关。
郭健主任表示， 肥胖病可由许多疾病
引起，分为单纯性肥胖和继发性肥胖。继发
性肥胖是源自某种疾病， 如神经内分泌系
统疾病，占到 5%的比例，由以下常见原因
引起：由于下丘脑病引起，多见于垂体前叶
功能减退；胰源型，包括糖尿病早期、胰岛
素瘤等引起胰岛素分泌过多； 甲状腺功能
减退症，严重者常伴有粘液性水肿；肾上腺
皮质功能亢进，尤其是皮质醇增多症；性腺
功能减退症，包括女性绝经期等。而单纯性
肥胖主要是由营养超标、运动不足、心理行
为等造成的，占到总肥胖比例的 95%。 从
小就很胖， 排除造成遗传和家族疾病的可
能性，属于单纯性的肥胖。
那么， 怎么评定自己是不是达到肥胖
标准了呢？ 临床上常用的肥胖评定标准有
一项叫做体重指数，简称 BMI，它是一种
计 算 身 高 与 体 重 的 指 数 ， 如 果 超 过 24
kg/m2 就达到超重，超过 28 kg/m2 就称得
上肥胖了。另外腹型肥胖主要是腰围超标，
成年男性超过 90 厘米、女性超过 80 厘米
就是腹型肥胖。

不良生活诱发肥胖
郭健经常在门诊遇到肥胖患者抱怨自
己吃得并不多仍旧发胖的情况，他说，生活
方式不好也会导致和诱发肥胖， 常见的不
良生活方式包括：
1 、进食速度快。 肥胖人大多食欲良好，
吃东西很快，食物未得到充分咀嚼就咽下，
不能成为食糜而敷贴于胃壁， 常常造成已
经吃了不少东西仍感饥饿。 等到大脑食欲

神经中枢输出停食信号时， 往往已经摄入
过多食物了。
2 、晚餐吃太晚太多。 很多人因为工作
时间的原因， 一般都在晚上与家人和朋友
聚餐。这样使得晚餐进餐时间大大延长，并
且食物种类与分量都大大增加。 摄入的脂
肪和糖类非常充足， 给脂肪的蓄积提供了
便利的条件。再加上晚餐后很少人会运动，
久而久之，人便胖起来了。
3 、不吃早餐。 许多人采取“饥饿减肥
法”， 企图通过少吃甚至不吃早餐的方法
来达到减肥的目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不
吃早餐，会造成强烈的空腹感，脂肪细胞也
处于饥饿状态，更易摄取和储存能量。 进食
的午餐会很快被吸收，形成脂肪，久而久之
导致肥胖。
4 、吃糖过多。 糖分不但容易吸收，而且
能促进脂肪生成所需酶的活性， 并能刺激
具有促进脂肪合成作用的胰岛素的分泌，
从而使脂肪蓄积。
5 、偏食。 偏食会导致营养摄取方面的
不平衡， 使某些营养元素缺乏。 就目前所
知， 缺乏 B 族维生素会导致肥胖。 因为 B
族元素能使脂肪变成能量， 参与脂肪代谢
的 B 族元素有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
素 B6 等，这些维生素主要存在于糙米、麦
皮及许多新鲜蔬菜水果中。
6 、摄“油”太多。 如今，餐饮商家为了保
证菜品的外观与味道， 制作过程中非常依
赖“油”的使用，即使普通的一份快餐，所
含的“油”也很足。 当然越来越多不可避免
的交际应酬， 更使得人们进食高脂食物的
频率大增。 此外，植物油也是脂肪，摄入过
量都会造成腹型肥胖。
7 、喝酒太多。 酒是产生高热量的饮料，
1g 乙醇（酒精）能产 29.29KJ（7Kcal）热
量，仅次于脂肪产的热量。 换算来看，一瓶
啤酒的热量相当于 100 克粮食产的热量，
所以酒喝得多就等于摄于大量的热量。 当
多余的能量不被消耗时， 将会以脂肪的形
式储存起来。
8 、运动太少。发达的交通工具、整天伏案
工作、回家窝在沙发上看电影消遣等等……许
多上班族每周的运动量几乎为零。 运动量不
足，最快发现的是腹部，运动过少是导致腹
部脂肪囤积的主要原因。
9 、睡眠不足。 研究发现，睡眠太少也会

引发肥胖。
10 、还有一些原因会引起肥胖。一是药
物的不良反应。 有些药物会导致体重的增
加，降血糖药物噻唑烷二酮类（罗格列酮、
吡格列酮等）、磺脲类（格列美脲、格列齐
特等）、 格列奈类 （瑞格列奈、 那格列奈
等）；抗精神病药物氯丙嗪、舒必利等；抗
组胺及抗变态反应药物阿司咪唑、 特非那
定等。二是生育时间太晚。随着生育年龄的
推迟，高龄产妇生下的孩子，体重一般说来
都比较重。三是遗传因素。父母双亲体重正
常， 其子女肥胖发生率约为 8%至 10%。
双亲中一人肥胖， 子女肥胖发生率约为
40%。 双亲均肥胖， 子女肥胖发病率高达
70%至 80%。

科学减肥应个体化
如今，肥胖新的治疗策略是采用生活方
式干预和药物治疗。 采用生活方式干预中的
饮食治疗并不是简单的节食，而应该是对肥
胖患者进行个体化营养评估、制定相应的营
养干预计划并在一定时期内实施并监测。
总的原则是：减少食品和饮料中的能量
摄入；减少总摄食量；避免餐间零食；避免睡
前进餐；避免暴饮暴食；能量限制应该考虑
到个体化原则，且兼顾营养需求、体力活动
强度、伴发疾病以及原有饮食习惯。 每天膳
食中的热量比原来日常水平减少约三分之
一，达到每周减低体重 0.5 公斤的目标。
减脂是不是就不能吃蛋奶肉类了呢？当
然不是，人体有部分必须脂肪酸需要动物脂
肪提供，因而没有动物脂肪摄入会造成脂肪
酸代谢失衡。 还有人认为不吃主食就可以减
脂，这也是不对的。 如果不进食或极少进食

七招预防 H7N9 禽流感
近日， 本市确诊一例 H7N9 病例，引
发关注。 专家表示，预防人感染 H7N9 禽
流感的具体措施有以下几点：
一是避免接触活禽。 H7N9 流感感染
来源非常明确， 就是活禽及其分泌物、排
泄物或被这些污染的农贸市场活禽交易
区。 因此，大家应尽可能远离农贸市场活
禽交易区或摊档，避免跟活禽及分泌物接
触，不购买活禽、不自行宰杀活禽；应购买
有检疫证明的鲜、活、冻禽畜及其产品，如
“冰鲜、冻鲜”禽肉产品等。

二是如在野外发现生病或死亡的野
鸟，不要轻易接触。
三是注意饮食卫生，生禽、畜肉和鸡
蛋等一定要烧熟煮透食用； 注意厨房卫
生，砧板做到生熟分开，加工处理生禽肉
和蛋类后要彻底洗手。
四是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比如
勤洗手，接触禽鸟或其粪便后要及时用肥
皂和流动水洗手，不要用不干净的手触摸
眼睛、口鼻。打喷嚏或咳嗽时掩住口鼻。注
意生活、工作环境整洁、通风。

五是加强体育锻炼， 保持充足睡眠。
要避免过度劳累，注意保暖，注意饮食多
样，均衡营养。

碳水化合物，使脂肪过度提供热卡，会给以
葡萄糖功能为主的大脑和心肌代谢带来不
利影响， 甚至发生心肌损伤致心源性猝死，
同时还会加重肝肾代谢负担。
有些人为了减肥， 只吃蔬菜而拒绝吃
肉，这也是一种很不科学的减肥方法。 只吃
蔬菜不吃肉， 表面上看减少了脂肪摄入，但
实际上蔬菜在制作过程中，为了保证口感和
色泽，额外加入了食用油。 相比其他菜肴，蔬
菜食用油的添加量更大。 即使你只吃蔬菜，
同样在无形中摄入了大量的脂肪；还有如果
不进食肉类， 会造成动物蛋白质摄入不足，
当完全素食者蛋白质摄入不足时，人体内的
蛋白质、糖类、脂肪就会失衡；不进食肉类或
其他脂肪还会造成脂溶性维生素的摄入减
少，营养物质的缺失和失衡，将会对身体造
成极大的不良影响。
此外， 一些人常自行节食来控制体重，
但是过度的节食甚至是绝食的减肥方法并
不可取。 很多采用过节食减肥方法的人们都
知道，单纯的节食减肥效果并非想象中的那
么理想。
另外， 单独控制饮食时虽可降低总体
重，但除脂肪组织减少外，肌肉、水分等去脂
体质也会丢失， 人体静息代谢率也可能降
低，使机体的基础能量需要减少，即可在低
水平上建立新的能量平衡，使机体储存脂肪
的消耗也较少。
因此，单纯限制饮食使体重下降达到一
定水平后，体重下降的速度就会减慢或不再
下降。 如果要使体重维持在已降低的较低水
平或使体重进一步降低，需要摄入能量更低
的膳食，而极低能量膳食中的营养素往往不
能满足需要，对健康有损害。

■ 本报记者 雷春香
六是及时就医。如果出现发热及呼吸
道症状，应带上口罩，尽快到正规医疗机
构诊治，并告诉医生发病前有无禽类接触
史、是否去过活禽市场、近期去过哪些地
方旅行等。
七是接触禽类时要做好个人防护。 从
事家禽养殖、运输、销售、宰杀等职业的人群
在接触禽类时要做好个人防护（戴手套、口
罩、穿工作服等），接触后注意用消毒液和
清水彻底清洁双手；发现病、死禽及时报
告动物卫生管理部门，及时、妥善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