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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三餐规律饮食你做到了吗
按时吃饭有时间表
人人都想要健康，而健康身体
的一个重要基础是按时吃饭，一日
三餐规律饮食。那么，营养专家眼
里的按时吃饭究竟是几点呢？
人体消化吸收食物的时间，决
定了一日需要三餐，且决定了三餐
的间隔时间。因为各种原因，每个
人的用餐时间不太一样，但每餐之
间的间隔时间应该相对固定。
早餐和午餐的间隔时间约为
4-6 小时，午餐和晚餐的间隔时间
为 6 小时左右；扣除睡眠时间，晚
餐到第二天早餐的时间大约是
5-6 小时。
“4-6 小时”的间隔期符合人体
消化吸收食物的时间需要。这不
是营养学专家规定的，而是人的胃
肠道和生理代谢反应规律决定的。

早餐：
7-8 点
人在睡眠时，绝大部分器官
都得到了充分休息，而消化器官
却仍在消化吸收晚餐存留在胃肠
道中的食物，到早晨才渐渐进入
休息状态。
如果吃早餐太早，势必会干扰
胃肠的休息，使消化系统长期处于
疲劳应战的状态，扰乱肠胃的蠕动
节奏。
所 以 ，能 在 7 点 左 右 起 床 后
20-30 分钟再吃早餐最合适，因为
这时人的食欲最旺盛。另外，早餐

晚餐：
5-7 点

与中餐以间隔 4-5 小时为好，也就是说，
早餐在 7-8 点之间为好。

午餐：
12 点
午餐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顿饭，它
提供的能量占一个人全天消耗能量的
40%。
现在很多上班族的午休时间短，总是
匆匆花十几、二十分钟吃午饭，中间还要
接电话、发短信、刷微博、看朋友圈，吃完
连吃的是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们提倡午饭不仅要吃得饱、吃得
好，更要吃出一种“境界”。
什么境界？午饭的半小时一定是专
属于你自己的，它不属于工作、不属于
纠结的心境或是失衡的心态，它只属于
你和你的食物。

晚上 8 点之后最好不要再吃
任何东西，饮水除外。并且，晚餐
后尽量在 4 个小时内不要就寝，以
便让食物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消化。
需 要 注 意 的 是 ，肠 胃 最 怕 不
守时、不规律的情况，但很多工作
忙的朋友最容易晚餐不守时。
比如平时晚饭都是6点吃，
但这
几天因为各种原因改到8点才吃，
过
两天又提前到5点吃，
没几天又变成
9 点吃，这样就会造成胃的守时混
乱：
胃液已经分泌了，
但是胃里面没
有食物，
导致胃液直接侵蚀胃黏膜，
时间久了就容易引发胃溃疡。
另外，不按时吃饭还可能会导
致胆汁淤积，增加结石的风险。如
果吃得过晚，还会影响夜间的睡
眠，也会增加肥胖的风险。

加 餐 ：上 午 9-10 点 、下 午
3-4 点
有些加班族，午餐与晚餐间隔
时间过长，我们可以在餐次之间进
行辅助加餐，以弥补营养供给不足
的问题。
两餐之间是进食水果的最佳
时期。一般可以在每天上午 9-10
点、下午 3-4 点适量吃点水果、酸
奶、坚果等食物。
（于康）

拔火罐的功效与禁忌
无论是在中医诊所还是洗浴中
心、美容机构，拔火罐都是受人追捧的
传统养生项目。不过，拔火罐究竟应
该怎么操作？是什么人都可以拔火罐
吗？拔火罐后皮肤颜色越深就说明身
体越差吗？今天就来揭晓答案。

拔火罐确有通络祛湿之效
拔火罐是一种中医治疗方式，传
统的拔火罐是用火把罐里面的空气
燃烧掉，放在皮肤上产生负压，进而
达到治疗目的。拔火罐具有温经通
络、祛湿逐寒、行气活血及消肿止痛
的作用。通过罐内负压使得病理产
物从皮肤毛孔中排出，从而达到调
整人体的阴阳平衡、增强体质、激发
精气、调理气血、防治疾病的目的。
但是如果操作不当，燃烧的火焰
或者过热的罐口接触到皮肤，就可能
对皮肤产生损伤。所以建议大家，为
了减少事故的几率，拔火罐最好还是
到正规医疗机构寻求治疗。如果是
自己在家操作，一样要注意用火安全
以及器具消毒，同时关注身体变化，
出现烫伤时及时就医。

拔火罐颜色深预示了这些
拔火罐时，由于罐内负压，导致

局部组织充血、瘀血，这对机体的自
我调节起到良性刺激，能够增强机体
的功能活动，同时提高抵抗力。但是
拔火罐后皮肤的颜色取决于体内湿
气、拔火罐的时间长短、操作人手法
等多方面因素。通常拔火罐后皮肤
颜色偏深，预示着体内寒气、血瘀、湿
气等较重。但仅作为参考，具体情况
还要结合个人的症状表现来判断。
那么，拔火罐吸力太大会不会
对皮肤造成伤害？力度怎么控制才
合适呢？拔火罐过程中，力度过大还
是会对皮肤造成一定损伤的。操作
中，力度要控制在具有轻度牵拉感，
但不是疼痛感的范围。
拔火罐时，一定要选择有弹性
的丰满的部位，尽量选择卧位的方
式。使用多个罐具时，排列距离不能
太近，避免因皮肤过度的牵拉而引起
疼痛。时间可以控制在 1 周 1 至 2
次，每次 5 至 10 分钟左右，具体还要
视罐印的消退情况而定。

八种情况拔火罐是禁忌
患有以下疾病的患者请勿尝试
拔火罐，
否则可能引起问题。
1.重度心脏病或身体安装金属
（支架）等患者；
2.有出血倾向、出血史、败血症、

血友症等问题的患者；
3.全身浮肿、急性外伤性骨折、
高热不退、抽搐等患者；
4.全身皮肤病或局部皮损（如皮
肤过敏或溃疡破裂处）、心尖区、体表
大动脉搏动及静脉曲张部等部位；
5.身体极度衰弱、消瘦，皮肤失
去弹力者等；
6.患有痉挛肝炎、活动性肺结核
等传染病的患者；
7.瘰疬、疝气处、前后二阴处等
部位；
8.女性经期、4 个月以上孕妇、
6 岁以下儿童及 70 岁以上老人等。
（李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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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

免疫系统对冠状病毒
有“记忆”
英国《自然》杂志 11 月 11 日发表的一项免
疫学研究指出，过去对其他冠状病毒的暴露或
许能提高身体清除新冠病毒的速度，因为免疫
系统有“记忆”，能记住在不同冠状病毒中都高
度保守的病毒复制蛋白。研究结果表明，这种
高度保守的蛋白可作为今后针对地方性流行病
和新发冠状病毒疫苗的靶点。
该研究分析了新冠病毒暴露风险较高的
医护人员，虽然这些人的新冠病毒感染或抗体
检测结果为阴性，但有迹象显示，他们对这种
保守复合体的记忆 T 细胞应答有所增加，表明
他们能快速清除新冠病毒。
此前研究表明，
暴露在冠状病毒中能产生记
忆 T 细胞，
这种细胞或许能有效减弱新冠病毒感
染。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科学家马拉·曼尼及其同
事假设，
既然之前存在的记忆 T 细胞能识别这种
复制—转录复合体（RTC，一种参与病毒复制的
保守结构）的蛋白，那么这些之前就有的记忆 T
细胞或许能帮助快速控制住新冠病毒。
研究团队认为，在疫苗设计中模拟这些可
交叉反应的 T 细胞的扩增，也许就能用来预防
各种地方性流行病或新出现的冠状病毒。
本研究中科学家分析了来自英国伦敦多家
医院的 58 名医护人员的样本。在英国的第一
波疫情中，
这些个体虽然暴露风险很高，
但没有
人的新冠病毒感染检测为阳性。科学家团队将
该队列的 T 细胞应答与对照组中经实验室确诊
为新冠病毒感染的医护人员进行了比较。相较
于检测呈阳性的个体，看起来能逃逸感染的个
体有着更强的 T 细胞应答，尤其是针对这种
RTC 的 T 细胞应答。
（张梦然）

饮食中的棕榈酸增加
癌症扩散风险
最新一期《自然》杂志发表一项研究，揭示
了棕榈酸如何改变癌症基因组，从而增加癌症
扩散的可能性。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已在开发
中断这一过程的疗法，未来几年可能会开始临
床试验。
癌细胞的转移或扩散仍然是癌症患者死
亡的主要原因，绝大多数转移性癌症患者只能
得到治疗，而不能治愈。脂肪酸是我们身体和
饮食中脂肪的组成部分。饮食中的脂肪酸会
促进癌症转移，但之前尚不清楚这是如何起作
用的，
以及是否所有的脂肪酸都有助于转移。
西班牙巴塞罗那生物医药研究所（IRB）开
展的新研究表明，棕榈油中常见的一种脂肪酸
——棕榈酸，可促进小鼠口腔癌和黑色素瘤皮
肤癌的转移。而其他在橄榄油和亚麻籽等食
物中发现的油酸和亚油酸脂肪酸没有表现出
同样的效果。不过，所测试的脂肪酸都不会增
加患癌风险。
研究人员发现，这种“记忆”是由表观遗传
变化引起的。表观遗传变化改变了转移性癌
细胞的功能，使它们能够在肿瘤周围形成神经
网络，与周围环境中的细胞进行交流并更容易
扩散。通过了解这种交流的性质，研究人员发
现了一种阻止它的方法，现在正在规划一项临
床试验，
以阻止不同类型癌症的转移。
IRB 负责该项研究的萨尔瓦多·阿斯纳
尔·贝尼塔教授说，现在确定转移性癌症患者
可通过哪种饮食来减慢速度还为时过早。根
据研究结果，缺乏棕榈酸的饮食可有效减缓转
移过程，
但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确定这一点。
资助该项目的英国慈善机构“全球癌症研
究”
首席执行官海伦·瑞彭博士说：
“这一发现是
我们理解饮食和癌症之间联系方式的一个巨大
突破，
更重要的是，
也许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知识
开始新的癌症治疗方法。
” （据《科技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