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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预防骨质疏松，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注重补钙，牛奶、豆浆、骨头汤……多种方式轮番上阵。 但补钙补
不好，不仅收效甚微，反而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盲目补钙 当心血管变“玻璃”
这些常见补钙误区，千万别中招
补钙不当
可能威胁身体健康
如果补钙补不对，可能导致“玻璃心”或
者肾结石。 为什么？
1、海鲜吃不对，可能导致
“
玻璃心”
身体中 99%的钙在骨头中，1%的钙在血
液里。 血液中的钙与海鲜中的磷元素结合，会
—羟基磷灰石。 它本该沉积在
形成一种盐——
骨头中，但若身体代谢紊乱，羟基磷灰石异位
沉积在血管上， 就会造成血管钙化， 弹性降
低、管腔狭窄。
如果羟基磷灰石沉积的血管是冠状动
脉，就会导致“玻璃心”，甚至诱发心梗。 这是
介入手术医生最犯怵的一种情况。
哪些海鲜含磷量比较高，不宜过多食用？
常见的海鲜中，鱿鱼含磷量为 392mg/ 百
克，虹鳟鱼为 374mg/ 百克，属于高磷海鲜；花
蛤含磷量为 12mg/ 百克， 草虾为 275mg/ 百
克，螃蟹为 262 mg/ 百克，属于低磷海鲜。
每人每天磷摄入上限是 1000mg，为了避
免摄入超标，鱿鱼每天最多食用半斤，虹鳟鱼
最多四两，螃蟹最多一斤，草虾最多八两，花
蛤最多 2.5 斤。
2、豆浆喝不对，可能导致肾结石
豆浆富含蛋白质，是不少人喜爱的饮品。
但将豆浆提取物倒入模拟胃液中， 竟然产生
了絮状沉淀，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种豆浆提取物是植酸，它可在胃
肠道中与钙结合， 形成不易吸收的絮状沉淀
物，导致大便干燥。 也可与血液中的钙结合成
盐类，如果含量过高或肾脏不能顺利处理，就
可能导致肾结石，引发腰痛、血尿、肾积水等
严重后果。
减少植酸通常有 3 个方法：①发酵：通过
植酸酶降解植酸；②发芽：种子发芽后植酸也
会降解；③浸泡：40℃~60℃的温水浸泡 15 分
钟，可激活种子中的植酸酶。
大米中也含有一定植酸，蒸煮米饭前，可
以用温水浸泡一段时间，降低植酸含量。

达州广播电视台
新闻综合频道
（广电3 电信131）

08:30胭脂（12-14）
13:30孤战（43-46）
17:10少儿节目
17:40引进节目
18:00达州全搜索(首播)
19:00转中央台新闻联播
19:35达州新闻(首播)
19:57天气预报(首播)
20:00红旗漫卷西风
（23-24）
23:25引进节目
23:40舅爱如山（23-24）
公共频道
（广电5 电信132）

07:55一树桃花开（20-24）
13:10我的 1997（20-24）
18:20少儿节目（首播）

补钙流言大求真
1、胖人比瘦人更需要补钙？
错。 瘦人更容易骨质疏松，引发骨折。 因为胖人
体内脂肪更多， 而脂肪是雌激素和维生素 D 的存储
组织，更有利于对抗骨质疏松。 而且如果摔倒，脂肪
对骨骼有一定保护作用，不易造成骨折。
一般，骨骼越粗大，骨量越大，缺钙和骨折的风
险越低。 自己可用一只手的拇指和中指环绕另一只
手的手腕，如果拇指能碰到中指，说明骨骼细，缺钙
风险可能较高。
2、睡前吃钙片可防止腿抽筋？
不完全正确。 睡前吃钙片反而可能存在隐患，因
为血钙升高后，身体通过尿液帮助排钙，如果夜间没
有排尿，肾脏中钙含量高，容易形成肾结石。
平时应规范补钙，使血钙维持在正常范围。 建议
中老年人选择随餐或餐后半小时补充钙剂， 食物中
的糖、油脂有助于钙吸收。
3、年轻人不需要补钙？
不正确。 每个年龄段都需要适量补钙。 女性 27
岁后就要关注补钙问题。
专家表示，补钙要从娃娃抓起，培养良好的饮食
和运动习惯。 由于人体骨钙含量在 35 岁达到高峰，
并逐渐减少，60 岁时骨钙丢失 50%。 因此，35 岁前要
尽可能地增加骨量，降低骨质疏松风险。
4、缺钙可能是吃出来的？
正确。 很多零食在炮制过程中会加入大量盐，而
高盐不仅会在肠道中影响钙吸收，通常来说，肾脏排
出 1000mg 的盐，同时会伴有约 28mg 的钙。 因此，长
期高盐可能会导致缺钙。
每人每天盐的推荐摄入量为 6g， 大家在吃零食
时，一定要控制量，减少
“隐形盐”的摄入。
5、吃哪种钙片都一样？
一般来说，更推荐碳酸钙，因为其中有 40%都是
钙离子，相对浓度较高，而且更容易吸收。 不太推荐
葡萄糖酸钙，因为它的钙含量低，要补充一天所需的
800mg 钙，可能需要吃一盘才行。
老年人每天需摄入 1000~1200mg 钙， 而调查发
现，我国老年人饮食中的钙不足 400mg，建议遵医嘱
规范补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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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补钙小妙招
补钙有误区，怎样才能正确补钙？ 专家带
来了 3 个妙招。
1、麻酱菠菜
芝麻酱的单位含钙量大概是牛奶的 10
倍，而且麻酱含有油脂，有助于钙吸收，但也不
宜食用过多，以免油脂摄入超标。
菠菜是绿叶蔬菜中含钙量很高的，但菠菜
富含草酸，会妨碍钙吸收，建议先焯水再烹饪。
菠菜中还含有维生素 K2， 有助于预防骨
质疏松。 这是因为人体骨头中有成骨细胞和破
骨细胞，分别相当于建筑工人和拆迁队。
而维生素 K2 有促进成骨细胞、抑制破骨
细胞活性的作用。
2、紫菜豆腐饼
豆腐富含钙元素，不同豆腐含钙量有所不
同：南豆腐含钙量为 116mg/ 百克，内酯豆腐
为 17mg/ 百克，北豆腐含 138 mg/ 百克。
紫菜富含镁元素，有助于激发蛋白酶的活
性。 常见的富含镁元素的食物有：紫菜 420mg/
百克，杏仁 286mg/ 百克，虾皮 265mg/ 百克，
黄豆 199mg/ 百克。
3、晒太阳补充维生素 D
晒太阳能帮助身体合成维生素 D，促进钙
吸收，但站在窗边晒太阳几乎没用。
而玻璃含有三氧化二铁等重金属，会隔离
短波紫外线，难以合成维生素 D。 建议每周至
少 2 次，每次 15 分钟，选择合适的时间段，走
出去并裸露皮肤晒太阳，适当避免防晒。
不方便出门晒太阳的中老年人，特别是有
骨质疏松的老年人， 建议每天口服补充
1000~2000 单位的维生素 D3。
（西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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