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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腹泻”高发季来了
天气渐凉，又到了“秋季腹泻”
的高发季，妈妈们也开始紧张了。宝

孩子“感冒”也可
能是秋季腹泻？
微咳嗽等症状， 病初 1—2 天常发生
呕吐，随后出现腹泻。 由于初期的症

【医生简介】
蔡君豪，男，中共党员，硕士，

秋季腹泻是指由轮状病毒引起
的婴幼儿腹泻， 是最常见的一种婴

状和感冒很相似，很多家长在孩子拉
肚子之前容易混淆，误以为是感冒。
【技术辨别】通过查大便轮状病

上海市中医医院推拿科主治医
师。 师从虞坚尔教授、金义成教授
等中医儿科领域专家， 擅长推拿

幼儿腹泻。
轮状病毒引起的腹泻因为常发

毒抗原能够快速测定。 建议家长在
孩子出现腹泻症状后， 将孩子的大

手法结合中药内服外敷治疗小儿
厌食、便秘、咳嗽等小儿常见病以

生在秋冬季节而被称为秋季腹泻，
但并不表示秋冬发生的腹泻就是秋
季腹泻， 而秋季腹泻也不仅仅只是

便标本留于干净的塑料瓶或保鲜膜
内，在婴幼儿排便后 2 小时内送至
医院化验室进行检测。

及成人颈肩腰腿痛等疾病。 个人
主持两项卫健委课题， 目前社会
任职有上海中医药学会推拿分会
委员，海派儿科推拿讲师团成员，

发生在秋季。

【症状辨别】患轮状病毒性胃肠

香脆零食要少吃

吐出 20 毫升。
推拿科 蔡君豪
医苑新星讲师团讲师。 科普教学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
严重威胁中老年人健康
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多

经验丰富， 参加了各类社区公益
讲座约五十余场， 擅长小儿常见
病和中老年人退行性骨关节疾病
预防及日常保健。
门诊时间：

补不如食补”，补钙的最
好来源是通过食物补

芷江中路总院：周二上午，周
四上午，周六上午
石门路分院：周三上午（小儿

充。 日常饮食应荤素结
合、 低盐， 多食蔬菜水
果， 多食用富含钙和维

推拿门诊）

生素 D 的食物。
我国营养学会制

见于绝经后妇女和老年
男性。 营养是影响骨健
康的重要因素，所谓“药

工时间越长、温度越高，丙烯酰胺
的含量就越高。 各种烘烤煎炸的土

定： 成人每日钙摄入的
推荐量为 800 毫克，这
是获得理想骨峰值、维

除
了
牛
奶
，

轮状病毒性胃肠炎初期， 孩子以发
热和呕吐为主，呕吐期间，进食液体
比较困难，往往是喝 10 毫升水，呕

宝宝秋天拉肚子就
是秋季腹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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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即秋季腹泻）时，孩子会发热、呕
吐，大便呈稀水样（或称“蛋花样”）。

通常感染轮状病毒后潜伏期为
1—3 天，感染初期会有发热、流涕、轻

宝稍微有点拉肚子的趋势， 妈妈们
就开始着急： 宝宝是不是染上秋季
腹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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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性。 不过，在动物实验中，能够影

豆食品是“重灾区”，每公斤中一般
含有几百微克， 也有低到几十微

护骨骼健康的适宜剂
量； 绝经后妇女和老年

原糖（葡萄糖、果糖等）和天冬酰胺
（一种氨基酸）的食物，在 120℃以
上的高温烹调下很容易发生反应，

响生理指标的最小剂量是每天每公
斤体重几百微克。迄今为止，流行病
学调查并没有发现食品中丙烯酰胺

克，或者高到一千多微克的。 面粉
制作的食物中也不低，比如有的麦
片中达到了五六百微克，而个别饼

人为 1000 毫克。
奶制品
牛奶是最好的钙源

释放出丙烯酰胺。 所以，在炸薯条、
薯片、咖啡、饼干、烤面包等油炸烘

增加了患癌或者其他疾病的风险，
世卫组织等权威机构认为没有足够

干样品中甚至超过了 1500 微克。
咖啡和烘烤的面包中，一般在两三

之一，一杯牛奶（200 毫
升）中的钙超过 200 毫

香港消委会近期公布了一项食

烤香脆食物中检测出丙烯酰胺是不
可避免的。
丙烯酰胺是小分子物质， 进入

的证据来设定“安全摄入量”。 他们
的结论是：“
丙烯酰胺可能成为公共
卫生问题”，食品行业应该尽量减少

百微克的范围。
总之， 含有丙烯酰胺的食物实
在很多，我们无法一一避免。根据目

克。 如果乳糖不耐受的
话， 可以选择无乳糖牛
奶、酸奶、奶酪。

品检测结果：77 款香脆零食样本
中，有 70 款含丙烯酰胺。 丙烯酰胺

消化道之后能被吸收进入循环系
统，然后迅速运输到各处组织中，包

它在食品中的出现。
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曾 经

前的科学证据， 我们没必要为之惊
慌。 食物多样化、均衡营养，减少高

绿叶蔬菜
油菜、芥菜、西兰花

是一种致癌物， 它的出现让很多消
费者担心不已。
食物中的丙烯酰胺主要来源于

括穿越胎盘传递给胎儿， 以及进入
母乳中。 丙烯酰胺在体内能够被代
谢掉， 代谢产物具有遗传毒性和致

测定过多种食物中的丙烯酰胺含
量。 结果显示，即使同一种食物中，
含量相差也比较大。 一般而言，加

温煎炸烘烤类食物的摄入， 本身也
是更加健康的饮食方式。
（摘编自《生命时报》）

等深绿色蔬菜其实是低调的
“补钙小能手”。 如果每天食用
250 克，可以摄入 250-450 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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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拉德反应，简单来说就是，含有还

克的钙。 而且， 这些蔬菜中的
镁、钾、维生素 K 和维生素 C，
都能帮助提高钙的利用率。
豆制品
50 克豆腐丝含有 110 毫

“无糖食品”该怎么吃？
通则》规定，“无糖”的要求是指每
100 克或 100 毫升的固体或液体
食品中含糖量不高于 0.5%（即 0.5
克）。

我们日常进食的所有食物基本

因此，对于糖友来说，如血糖稳定，

上都是由碳水化合物、 脂肪和蛋白
质这三大营养物质组成， 而这些物
质在体内都可以被利用转化为血

可少量吃这一类的“无糖食品”，但
摄入量要包括在每日主食的摄入总
量中。对于血糖波动很大、血糖值很

但是， 很多商家在宣传上会采
取偷换概念或故意混淆的做法，把

糖，因此，我们对于糖尿病患者的饮
食控制并不是单纯减少某种特别的

高的患者，建议不吃。
另外， 无蔗糖食品一般都会添

“无糖食品”等同于“无蔗糖食品”，
这一点需要消费者们仔细阅读食品
配料表。

食物，而是全面的总量控制。
饮食结构对于血糖也有很大的
影响， 食物的血糖负荷就是指人体

加甜味剂， 国家批准的甜味剂对人
体是安全的，热量低或不含热量，不
会升高血糖。但是，甜味剂的口感毕

义上。糖可以专指白糖，也可以指各
种有甜味的且能在人体中转化为葡
萄糖的食品成分，如麦芽糖、果糖、
果葡糖浆等。甚至从广义上来说，哪
怕是没有甜味， 只要能够被人体消
化道分解为葡萄糖，也可以称为“糖
类物质”。

“无糖食品” 对血
糖没影响吗

进食一定量的食物后导致血糖升高
的能力， 这与饮食的量以及饮食的

竟不同于蔗糖。 因为蔗糖除了有甜
味，还有增加食物黏度、让食物膨胀

具体营养成分、 饮食的烹饪方法等
都有关系。 市面上常见的“
无糖食
品” 通常是精制的米面经过比较充

柔软以及增加香味的作用。因此，相
当一部分无蔗糖食品里还会添加增
稠剂、稳定剂、品质改良剂等，以改

分的烹饪后制成的， 他们的血糖负
荷并不低， 有时甚至会引起血糖的

善食物的口感。常用的增稠替代品，
如淀粉水解产生的糊精、 改性淀粉

按照欧洲国家的通用概念，无
糖食品不能含有蔗糖和来自于淀粉
水解物的糖，包括葡萄糖、麦芽糖、
果糖、淀粉糖浆、葡萄糖浆、果葡糖
浆等。 但由于口感的问题，他们通
常含有相当于糖的味觉替代物，一
般采用木糖醇或低聚糖等不升高
血糖的甜味剂品种。 根据中国国家
标准《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

物的别名， 一切含有碳水化合物的
物质都可称为糖类， 而上文提到过
的甜味剂虽有甜味，却不属于糖类，

大幅度上升。另外，由于糖友们会受
到“无糖”这两个字的暗示，不自觉
地过多进食这些食品， 反而会引起

等，也是糖类。 因此，糖友们在购买
无糖产品之前，一定要看清配料表，
提防增稠剂含量过高或含有蔗糖之

血糖的失控。

外的糖类物质， 从而对血糖造成影
响。

目前， 市面上有各种标明“无
糖”的食品，很多糖友会受到商家宣
传的所谓“
无糖即等于健康”的潜移
默化影响而选择这些食品， 但无糖
食品真的适合糖尿病患者吗？

什么样的食品才
是“无糖食品”
无糖食品的关键在于“糖”的定

一款食品吃起来没有甜味，或
许糖友们就会认为里面没有放糖，
但事实不一定是这样。
就营养学来说， 糖是碳水化合

而属于食物添加剂。 如一款号称为
“无糖”的饼干，它可能没有加白砂
糖， 也没有加甜味剂， 口感上淡淡
的，但由于饼干的原料是面粉（含淀
粉）， 面粉本质上就是碳水化合物，
就可以升高血糖。

糖友们应如何选
择“无糖食品”
无糖食品只是没有额外添加更
多的“
能量糖”，并非一点糖都不含。

克 的 钙 ，100 克 老 豆 腐 含 有
106 毫克的钙， 好吃补钙又不
胖。但是，并非所有豆制品都能
补钙：大豆虽然含钙丰富，但加
水变成豆浆之后， 钙含量就稀
释成了 10 毫克 /100 克， 只有
牛奶的十分之一。所以，豆浆不
能代替牛奶。
鱼虾贝等海鲜类
鱼类含钙量约为 50—150
毫克 /100 克；贝类含钙量通常
高于 200 毫克 /100 克。 而且
这些食品中的脂肪多为不饱和
脂肪酸，中老年人适量食用，还
有益于心血管健康。
摘自健康上海 12320 微信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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