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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持野少女感冶袁
单单和脸较劲还不够

野少女感冶曾经是用于夸赞女星冻龄美貌的高频词汇袁也让很多普通女性
心生羡慕遥 衰老不可避免袁如何最大限度地将野少女感冶延期袁花费大力气尧大
价钱的人也不在少数袁尤其是一张脸袁提拉紧致美白除皱袁更是护理的重点遥
不过医美专家提醒袁野少女感冶乃至野少年感冶并不单单在一张脸上遥

少女感袁不只来源于一张脸遥 提到少女感袁您会想到哪些野关键词冶钥 紧致
的皮肤尧满满的胶原蛋白尧鼓鼓的苹果肌钥 美容皮肤科专家周展超教授说袁野少
女感冶的来源袁其实有不少因素比脸部更重要遥 野少女感首先是一种精气神袁是
整体的一种展现遥 冶随着年龄增长尧阅历丰富袁无论男性还是女性袁都会展现出
与少年时不同的气质与气场袁也同样可以是野美冶的袁但这种区别绝大部分时
候掩盖不住遥 同时袁与面部状态相比袁体重身形对少年感尧少女感的影响会更
大遥 哪怕是刚出社会的小年轻袁如果体重超重肥胖袁年龄感自然会噌噌往上
涨遥 同样的袁人到中年面部保养很好袁但是身形肥胖袁也同样不会有少女感遥

抗衰袁得系统做好抗氧化工作遥 周展超教授说袁维持少女感袁在医疗美容
上涉及到抗衰的概念袁要做好抗衰袁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抗氧化遥

野从我们一出生袁氧化就开始了袁年轻的皮肤柔软光滑袁随着时间流逝袁变
得松弛尧下垂袁出现皱纹尧长斑等等袁都是发生氧化了遥 冶维持少女感袁也是要让
这个氧化的过程尽量变得慢一些遥

周展超教授提醒袁要抗氧化袁防晒很重要遥 防住了阳光袁结合外涂抗氧化
剂袁尽量减少野光老化冶袁抗衰就做好了非常重要的一步遥 和少女感是整体的体
现一样袁 抗氧化也同样是一个系统的工作遥 野有些人会觉得天天工作对着电
脑尧晚上熬夜看手机袁屏幕蓝光让皮肤老化了袁实际上更重要的是袁工作的压
力尧熬夜的习惯对皮肤的伤害遥 冶周展超教授表示袁我们吃进去的反式脂肪酸尧
高油高盐的不健康食物尧我们长期熬夜的作息规律袁都会成为加速身体氧化
的原因遥 抗氧化没有野一招鲜冶袁要科学均衡饮食尧早睡早起尧保持有氧运动的
习惯等综合保养袁才能减慢氧化的节奏遥

医美来补救可以袁但不能过度遥 当皮肤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问题袁靠保养手
段难以大幅改善甚至逆转的时候袁采用一些医美手段袁在周展超教授看来也
是可以的袁但要注意的是选用正确的项目袁也要注意度的问题遥

周展超教授说袁皮肤有自己的生理过程袁一般来说 25 岁-45 岁会维持一
个相对稳定的野平稳期冶袁直到 45 岁之后才会陆续出现松弛尧皱纹尧色斑尧发
黄尧色素不均等老化的表现袁此时用医美手段补救也是可以的遥 医美手段多
样袁维 A 酸疗法尧IPL 和光动力治疗尧美塑疗法尧注射美容尧射频治疗尧点阵激
光等袁都是已经被证实在皮肤年轻化方面有效的治疗手段袁需要到有资质的
机构袁请专业医生根据求美者具体的情况来选择遥 需要提醒的是袁在临床上袁
更多的女性实际上是因为护肤过度尧医美过度袁破坏了皮肤屏障从而造成皮
肤敏感甚至更严重的问题遥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袁要抗衰尧要保持野少年感冶
野少女感冶袁都不能单一把希望寄托在某种医美手段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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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院什么是素食钥

野耶荤素爷不是科学家的划分袁而是人
们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分类遥 冶 陈君石
说袁所谓野素食冶袁指的是由植物性食物组
成的膳食袁主要包括粮食尧蔬菜尧水果尧坚
果等遥相对应的袁野荤食冶袁指动物性食物袁
例如鸡鸭鱼肉遥

每个人的饮食习惯不同袁野素食冶在
实践中逐渐衍生出各种各样的分类名
词袁如野全素冶野半素冶野鱼素冶野蛋奶素冶等遥

野我觉得不用分太复杂袁分为耶全素爷
和耶半素爷就可以了遥 冶陈君石解释袁野全
素冶 指鸡鸭肉蛋奶鱼任何动物性食物都
不沾袁而野半素冶不是铁板一块袁吃野半素冶
的人可以选择性吃某一类或者两类的动
物性食物袁 例如有的人吃蛋类尧 奶类制
品袁但不吃除这些以外的动物性食物曰有
的人吃鱼袁 但不吃除鱼以外的动物性食
物遥

野有一点是明确的袁无论吃耶全素爷还
是耶半素爷袁都不包括猪牛羊等红肉遥 冶陈
君石说遥

二问院 吃素能满足营养需求
吗钥

野能袁但是有个重要的前提要要要要进
行科学合理的搭配遥 冶陈君石说袁这要求
吃素食的人要具备足够的营养知识遥

素食能为人体提供哪些营养钥 陈君
石指出袁 素食能提供所有人类必需的营
养素袁包括能量尧蛋白质尧脂肪尧碳水化合
物尧维生素和矿物质等遥

能量遥 人的一生都要从食物中获取
所需的能量袁 以满足各种生理活动的需
要袁而粮食尧蔬菜尧水果尧坚果等素食能为
人体提供足够的能量遥

蛋白质遥 粮食尧蔬菜尧水果尧坚果里都
有蛋白质袁但蔬菜和水果里的蛋白质少袁
粮食和坚果里面的蛋白质相对多遥 蛋白
质也有优劣之分袁 蛋白质是由氨基酸构
成的袁氨基酸的组成尧搭配越合理袁蛋白
质的质量越高遥 野所以为什么说不要只盯
着一种食物吃钥从营养上来讲袁食物要搭
配合理袁使氨基酸相互补充袁这样能有效
提高蛋白质的营养价值遥 冶陈君石强调袁
人们并不是必须要从动物性食物获取蛋
白质袁如果搭配得当袁完全可以从粮食尧
蔬菜尧水果尧坚果里得到组成比较合理的
氨基酸袁满足人体需要遥 其中袁大豆是非
常重要的优质植物蛋白来源袁 如果想通
过素食获取足量优质蛋白质袁 豆和豆制
品不可或缺遥

脂肪和碳水化合物遥 素食能满足人
体所需的脂肪袁 如植物油可以为人体提
供足够必需的脂肪酸曰 植物性食物有丰
富的碳水化合物袁 动物性食物碳水化合
物比较少遥

维生素和矿物质遥 野绝大部分的维生
素和矿物质可以通过植物性食物的适当
搭配获取袁满足人体需要遥只有一个需要
小心要要要维生素 B12遥 冶陈君石说袁维生
素 B12 主要存在于动物性食物中袁 一般
的植物性食物没有或只含有极少的维生
素 B12袁不能满足人体的需要遥 但是袁一

些植物性食物经过发酵后会产生维生素
B12袁例如发酵的豆制品要要要豆豉尧酱豆
腐尧臭豆腐等都含有维生素 B12袁可以满
足人体所需遥

陈君石表示袁 如果具备相应的科学
知识袁能把植物性食物进行科学尧仔细的
搭配袁摄入多种和足量的植物性食物袁做
到各种营养素之间的平衡袁 这样的吃素
可以满足人体所需的各种营养遥

三问院孕妇儿童吃素好吗钥

对于儿童尧孕妇等特殊群体袁只吃素
食能够满足其必需的营养吗钥

野没有哪一个特殊生理阶段的人不
能吃全素袁关键在于进行有针对性的尧科
学的合理搭配遥 冶陈君石说袁例如孕妇需
要多吃含铁的食物袁 植物性食物的铁含
量不少袁但不容易被人体所利用袁粮食里
的铁含量不低袁 但没有肉里的铁容易被
人身体利用袁野如果了解了这些知识点袁
就知道如何采取针对性措施冶遥 因此袁对
这些特殊群体而言袁如果只吃素食袁家人
需要具备更为丰富尧 有针对性的营养知
识遥

野在文献上可以查到袁有少数世界级
运动员是吃全素的袁 也取得了优异的成
绩袁当然这样的人还是很少遥 冶陈君石指
出袁 一些吃素的人知道自己在某些营养
素上比较缺乏袁 因此并不排斥吃营养素
补充剂袁例如维生素矿物质片袁这也不失
为一种补充办法遥

四问院吃素更健康吗钥

吃全素的人比荤素搭配的人更健康
吗钥

野不一定袁关键是耶适当搭配袁营养平
衡爷遥 冶陈君石说袁如果长期吃全素而没有
做到平衡膳食袁容易造成营养缺乏袁引发
免疫力下降等健康问题遥

野中国传统的膳食模式是以植物性
食物为主袁适当搭配动物性的食物遥 冶陈
君石指出袁大量科学研究证明袁与植物性
食物为主的中国传统饮食结构相比袁动
物性食物为主的西方饮食结构更易引发
心血管病尧癌症尧糖尿病等慢性病遥

野中国现在慢性病上升的重要原因
之一是膳食变得西方化袁 也就是动物性
食物大量增加尧植物性食物减少遥 冶陈君
石强调袁营养学倡导以植物性食物为主袁
适当搭配动物性食物遥

野这里的主次非常清楚遥 冶陈君石解
释袁 以植物性食物为主袁 就是要多吃粮
食尧 蔬菜和水果袁 别听信谣言而不吃主
食袁 适当搭配鸡鸭鱼肉蛋奶等动物性食
物袁喜欢吃什么可以适量多搭配一点袁注
意动物性食物也要多样化袁 也就是说最
好什么都吃一点袁但什么都不要多吃袁做
到适当搭配遥

中国营养学会 2016 年发布的叶中国
居民膳食指南曳有 6 条核心推荐院食物多
样袁谷类为主曰吃动平衡袁健康体重曰多吃
蔬果尧奶类尧大豆曰适量吃鱼尧禽尧蛋尧瘦
肉曰少盐少油袁控糖限酒曰杜绝浪费袁兴新
食尚遥

陈君石强调袁 这 6 条不是说只做到

其中一条就行袁 必须全部做到才能吃出
健康遥 因此袁 除了在食物搭配上要遵循
野平衡膳食宝塔冶外袁运动是绝对不可忽
略的健康要素遥 吃与动两者同等重要遥

五问院吃素能减肥吗钥

很多人关心袁吃素食是不是能减肥钥
野是也不是袁主要看你怎么吃尧如何

搭配遥 冶陈君石指出袁人的体重为什么会
增加钥 因为其从食物摄取的能量大于其
身体活动消耗的能量袁即收入大于支出袁
与吃素还是吃荤没有关系袁反过来袁如果
人体消耗的能量大于摄入的能量袁 体重
就会降低遥

野虽然肥胖与遗传基因有一定关系袁
但只要能做到能量平衡袁 就能维持正常
体重遥 冶陈君石强调袁任何减肥方法都要
考虑能量的摄入和消耗袁把野吃冶和野动冶
结合起来袁野吃动两平衡冶 是维持正常体
重的关键遥而在运动量相同的前提下袁如
果提供同样分量的食物袁 则动物性的食
物更容易使人发胖要要要相比植物性食
物袁动物性食物里的脂肪较多袁哪怕是看
起来很瘦的牛肉袁 实际其脂肪含量还是
很高遥

野老百姓常说这个是健康食物袁那个
是不健康食物遥其实食物没有好坏之分袁
关键在于食物搭配和饮食结构是否合
理遥 冶陈君石举例解释袁很少有人认为红
烧肉是健康的袁 但是为什么不能偶然吃
一块甚至两块红烧肉袁 饭后再加强锻炼
把它消耗掉呢钥动和吃平衡袁才是真正的
科学遥

六问院要不要提倡大家吃素钥

野从营养学家的角度讲袁我们不提倡
也不反对人们吃全素遥 冶陈君石指出袁吃
素和吃荤都能达到营养平衡袁 但都需要
一定的营养知识曰两者相比袁吃素要达到
营养平衡更困难一些袁 全素对食物的搭
配要求更高袁例如植物性食物中优质尧丰
富的蛋白质只有豆类和坚果袁 吃全素就
要在豆类上想办法做文章袁 而鸡蛋尧牛
奶尧鱼尧虾尧鸡肉等动物性食物中富含优
质的蛋白质袁搭配起来相对容易遥

陈君石指出袁人是一种杂食动物袁不
管出于什么原因而吃全素或半素袁 都是
个人选择袁野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强制规
定国民是吃素还是吃荤袁 但让全人类都
吃素不是我们的方向遥 冶

野从中国现在的情况来看袁我们需要
减少动物性食物的摄入袁 以减少慢病发
病率遥 冶陈君石指出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袁
推出一些新的植物性食物来代替传统肉
类袁对人体健康是有好处的袁而且有利于
环保袁应该受到鼓励遥

野但事情总有正反两方面遥 冶陈君石
指出袁 一些企业推出以植物蛋白为原料
的野人造肉冶袁例如用豆类蛋白取代牛肉
和猪肉袁野一定会追求口味袁 如果口味不
好袁人们不会购买遥但追求口味就有可能
增加大量脂肪袁因为油多的食物更好吃袁
这就可能导致所谓的耶人造肉爷比动物肉
的脂肪含量不降反增袁 产生与人们预期
相反的结果袁值得警惕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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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袁网上又有人极力提倡素食主义袁引发网友热议遥
吃素究竟好不好钥 它能满足人体必需的营养吗钥 吃素的人更健康吗钥 应该如何看待吃素这件事儿钥 中国工程院院

士尧营养与食品安全专家陈君石日前接受媒体专访袁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解答遥

绎如果搭配得当袁素食可以满足人体营养需要遥 但要做到这一点袁需要足够的营养学知识和相应的食物供应条件遥
绎没有哪一个特殊生理阶段的人不能吃全素遥 对于不同群体袁关键在于进行有针对性的尧科学的合理搭配遥
绎食物没有好坏之分袁关键在于食物搭配和饮食结构是否合理袁只吃素食不一定就比适当的荤素搭配更健康遥
绎研究证明袁与中国传统的植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结构相比袁动物性食物为主的西方饮食结构更易引发心血管病尧

癌症尧糖尿病等慢性病遥
绎营养学家提倡野平衡膳食冶袁倡导以植物性食物为主袁适当搭配动物性食物的饮食模式遥
绎吃不吃素是个人选择袁不提倡也不反对人们吃全素袁但让全人类都吃素不是我们的方向遥
绎吃素不一定能减肥袁关键是能量平衡曰运动是绝不可忽略的健康要素袁吃与动两者同等重要袁提倡吃动两平衡遥

10C 的温暖
阴燕 燕

那个冬天袁他的事业几乎遭到灭顶之灾袁由于贷款没能在限定时间还清袁
他们不得不搬出那套豪华且温暖的住宅遥

他们在市郊租了一处简陋的房子袁房子里阴冷潮湿袁一如他们那时的心
情袁他对她说院野相信我袁会好起来的遥 冶她信遥

白天袁他在外面奔波袁有时一整天也不打一个电话回来袁留下她一个人在
沙发上瑟瑟发抖遥 她理解他袁知道他所做的一切袁都是为了他们的将来遥

晚上回到家袁大部分时间里袁他总一个人坐在电脑前查阅资料袁整理信
息袁给客户打电话袁然后沉沉睡去遥 他很少和她闲聊遥 她理解他袁知道他很累袁
需要休息遥

不管多么累袁他都要天天洗澡袁那是多年养成的喜好遥 浴室里只有简陋的
淋浴袁这让她很怀念那座曾经豪华温馨的豪宅遥 想起从前的日子袁她有些伤
心遥 因为她突然发现他不在乎她了袁他不再对她嘘寒问暖袁从洗澡这件事就能
看出来遥她记得在从前袁不管怎样袁他总是让她先洗遥他们一起从外面回来袁他
会微笑着说院野你先洗吧袁出了一身的臭汗袁不舒服遥 冶

可是现在袁他却总要先洗遥 他从来不和她争袁只是当她要走进浴室的时
候袁他会突然说院野我先来吧遥 冶然后她便听见浴室里哗哗的水声遥 她认为生活
的历练磨去了他的绅士风度袁改变了他们的相敬如宾袁更削减了他对她的爱
恋遥 她想袁他为什么不能继续让着自己呢钥

后来有一天袁她终于忍不住问他为什么遥 他愣了半天袁才说院野在外面跑了
一天袁出了一身臭汗不舒服袁所以想赶紧冲一下遥 冶她几乎绝望了遥 她想袁他终
于不再疼她了遥

有一天袁他照例出去了遥她百无聊赖袁于是打开他的电脑遥她惊奇地发现袁
自己的丈夫竟然天天在电脑上写日记浴 她慢慢地读着袁读着袁便泣不成声了遥

她看到这样一段院
噎噎今天她问我袁为什么总要抢在她前面洗澡袁我没有说实话遥 因为我怕

她难过遥噎噎浴室里很冷遥但我知道袁在一个人淋浴完以后袁那里面的温度袁便
会升高一点点遥三度袁两度袁或者一度遥我想袁那样的话袁她在洗澡的时候袁应该
会感觉暖和一些吧遥

噎噎在这段艰苦和寒冷的日子里袁我想袁至少袁我还能送她一度的温暖遥

阴杨 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