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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盛夏， 随着大批新鲜甘美的

水果上市， 水果减肥法也在众多爱美

人士中流行起来。简单的“水果减肥

法”是指用新鲜水果代替正餐，以达

到瘦身的目的。 人们普遍认为水果热

量低，纤维含量高，既可以美容，又可

以减轻体重。何况在炎炎夏日，用多汁

的水果代替干巴巴的米饭更是一种味

觉上的享受。但你可能不知道，水果减

肥法也存在弊端， 甚至可能让你越吃

越胖。

半个西瓜等于三碗饭

水果怎么能越吃越胖？ 这是因为

许多水果富含糖分， 吃得过多就会变

成脂肪被身体储存起来。 以夏天最常

见的水果———西瓜为例： 西瓜虽然脂

肪含量极低， 含糖量却能达到7% ～

8% ， 换算下来，4斤左右的半个西瓜可

含热量680卡，相当于三碗米饭。更何

况， 西瓜富含的果糖相比较葡萄糖等

其他糖类更不容易让人有饱腹感，难

怪当我们吃西瓜时， 常常觉得欲罢不

能，停不下嘴。

不光是西瓜，哈密瓜、葡萄、柿子、

荔枝等常见水果含糖量都很高。 特别

是在傍晚和夜间进食大量水果， 其中

的高糖分会使胰岛素上升， 促进脂肪

合成。晚上运动减少，这些脂肪就会被

保留下来，成为小肚腩。像小番茄、猕

猴桃、青苹果等水果热量就较低。

“水果当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缺点：不能提供足够的营养要素。水果

中如蛋白质、脂肪及钙、铁、锌等微量

元素含量较少。 用水果代餐会导致每

天这些营养要素的摄取量不够， 久而

久之会造成身体进入亚健康状态，免

疫力也会降低。

水果加蛋白质 健康轻松瘦

选择一款低热量的水果， 再搭配

合适的营养素， 就可以制作真正营养

的水果减肥餐。 康宝莱营养咨询委员

会主席、“全美最佳医生” 得主大卫·

赫伯博士在其畅销书《洛杉矶塑型膳

食》 中就推荐了这样一款用新鲜水果

和蛋白质调制的健康代餐———“营养

奶昔”。

水果之所以不能单独作为健康的

代餐， 是因为缺乏一些人体所需营养

素。而“营养奶昔”中所添加的大豆蛋

白、 多种维生素及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以大豆蛋

白为主的代餐已经在国外流行多时。

大豆蛋白是最具营养的植物蛋白质，

既有较高的蛋白营养价值， 又不含胆

固醇， 它所含有的异黄酮还有着降胆

固醇的作用。

但要提醒的是， 并非每种大豆蛋

白粉都在美味营养的同时拥有控制体

重的功能， 赫伯博士也推荐了国际知

名的康宝莱蛋白混合饮料。 它不仅含

有人体每日必需营养素， 而且具有低

热量、低脂肪、低胆固醇的特点。通过

它调制的营养奶昔， 每一份热量都少

于220卡路里。将新鲜水果汁和蛋白混

合饮料融合，搅拌均匀，营养之余不失

美味， 其中含有的丰富蛋白质还可以

增加饱腹感，帮助你在炎炎夏日，轻松

瘦身。

（吴筱颖）

BIO导航 抓住早泄的“七寸”

欧亚建成省内首个完善的男性功能障碍数控诊疗系统

日前，成都欧亚男科医院确诊一名朱姓

68

岁患者膀胱“乳头状尿

路上皮癌”，并成功切除

4

公分大小肿瘤组织。据了解，该患者两年前

到成都某医院检查时，被草率诊断为“无痛性肉眼血尿”，痛失及早治

疗的机会。主刀专家张利提醒患者，应高度警惕血尿的危险性。

据了解，患者朱大爷已有

5

年血尿病史，但由于无明显疼痛症状，

一直未予重视。两年前，他到成都某医院就诊，该院虽经彩超检查发

现膀胱占位问题，但遗憾的是未做进一步检查，而是按照无痛性肉眼

血尿治疗。两年来，朱大爷病情反而加重，伴发前列腺增生症状。

上月底，朱大爷专门来到成都欧亚男科医院就诊，泌尿外科主任

张利在问诊环节就直觉不对。经影像检查，发现其有前列腺增生与膀

胱占位待查，建议病人做膀胱镜进一步确诊。膀胱镜发现，其膀胱内

果然有异样，经组织活检，报告显示朱大爷竟是乳头状尿路上皮癌。

8

月

2

日上午

10

点半，欧亚为朱大爷进行了手术，由张利主任亲自

主刀。经

4

个小时的手术，切除了朱大爷膀胱内的肿瘤与部分膀胱，切

除下来的肿瘤直径达

4

公分。目前，朱大爷仍在医院接受密切观察。

膀胱癌是我国最常见的泌尿系统恶性肿瘤，

2005

年，男性发病

率为

4.0/10

万。张利提醒广大市民，血尿是膀胱癌主要症状，如有

发现，切不可大意。 （陈松）

在民间甚至一些医疗机构，

关于早泄的 “传说” 都还有很

多，患者郭先生的就医经历就很

典型。他今年32岁，结婚3年，却

已被早泄困扰了3年。 在他的寻

诊经历中，有医生说他是体虚导

致早泄，也有说他是以前异性交

往少，缺乏性知识而导致；也有

的说他是精神紧张导致。医生们

开出了五花八门的调理方案，但

却无一见效。

前不久，某医院医生判断郭

先生可能阴茎背神经过于 “发

达”导致早泄，但该院却缺乏检

查验证的手段，便推荐郭先生到

成都欧亚男科医院检查，因为欧

亚在全省建成了首个完善的男

性功能障碍数控诊疗系统，其引

进的美式BIO 敏感点检测技术非

常精准。

经过欧亚男科专家问诊和

BIO 检测，确认郭先生早泄是由

于包皮系带处过于敏感。 欧亚

首席男科学家何才春教授介绍

说， 原发性早泄多数是因为阴

茎背神经过于“发达”，系带神

经是背神经的延伸部分。 找准

了病因，郭先生接受了“系带生

物线植入术”，轻松摆脱早泄的

困扰。

何教授表示， 导致男性早泄

的原因有很多， 但大致可以分为

心理性因素和器质性因素。 心理

性的早泄或可通过调理解决；器

质性早泄则必须治疗才能解决，

而只有找准早泄的类型与原因，

才能牵住早泄的“缰绳”。

据了解， 器质性早泄的根源

是阴茎背神经发达。 人类正常的

阴茎背神经分支应该是2到3根，

原发性顽固性早泄的病人多达

8～9根， 分布于器官背部或包皮

系带。美式BIO 通过敏感点测试，

可确定背神经的敏感位置和敏感

程度，为分型治疗提供诊断数据，

是目前国际上生理功能检测的主

打技术之一。

针对阴茎背侧神经敏感患

者，可采用“数字微控阴茎背神

经阻断术”治疗；针对阴茎腹部

神经过于敏感患者，则采用“系

带生物植线术”治疗。同时需要

注意，包皮过长或包茎也可能导

致早泄，欧亚开展的“飞锐包皮

自动环切吻合术”能迅速予以解

决。

案例

“七寸”抓不到 早泄治不好

链接

数控诊疗系统 重建男性功能

据欧亚首席男科学家王懋和

教授透露， 男性功能障碍一直以

来，面临着无处治疗、无法治疗的

困境。患者可能上泌尿外科求治，

但受专业限制， 功能障碍其实不

是泌尿外科的“菜”；同时男性功

能障碍病因复杂，牵涉面广，治疗

难度也确实很大。

以ED (勃起功能障碍)而言，

男性要完成正常的生理活动，必

须具有健全的功能中枢、 神经传

导、激素调节、动静脉功能和生理

器官，任何环节出现障碍或缺损，

都可导致ED 。 如果诊断不清，治

疗就无从谈起。

成都欧亚男科医院历时7年

努力，建成西南地区最先进、最完

整的的男性功能障碍数控诊疗系

统，性功能障碍的检测、药物、心

理、物理、微创等治疗方面结束了

传统的“盲打”状态，开创了全新

的“导航”时代。省内，甚至重庆、

贵州等地的男科患者都被推荐到

成都欧亚男科医院做相关检查和

治疗。

据了解， 该系统配备数十种

国际先进的专业检测设备和检测

手段， 特别是多普勒阴茎动脉血

流分析仪和N PT勃起动态监测设

备，美式BIO 检测等，为男性功能

障碍的治愈创造了可能。 在早泄

和ED 诊疗方面，精确诊断、病症

分型、 针对治疗等都已经做到了

极致。

解析

找准关键位置 拉住早泄“缰绳”

血尿两年没治好？原是癌症被漏诊

医疗快讯

水果“当饭”？小心越吃越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