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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走过的路，也是人走过的路——— 吃对少生病，病了这样吃———

春牧场
□ 李 娟

你是你吃出来的
□ 夏 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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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究竟什么样的食物是

我们最优选的健康食物呢？
具体到我们餐桌上的食

物，我们不但要考虑能量的
密度，还要考虑营养的密度。对运动量不
大的现代人来说，最好的食物选择是：低
能量密度，高营养密度。如果是体力劳动
者，那就要高能量密度，高营养密度。

所谓能量密度，指的是单位体积中
所含的提供给细胞的能量营养素有多
少。比如馒头和油煎馒头比，肯定后者能
量密度大。

所谓营养密度，指的是单位体积中
所含的营养素有多少。比如馒头和饺子
都含有碳水化合物，饺子里有肉、油和蔬
菜，在能量密度和营养密度上都超过馒
头。一碗米饭里基本上就只有碳水化合
物和少量植物蛋白，缺乏大多数营养素。
我们把这种只有能量而没有其他营养素
的食物叫作空能量食物，比如白米粥、甜
饮料、白面馒头和大米饭。

最符合低能量、高营养这一标准的膳
食结构，就是地中海膳食结构。多年的临
床研究也证明，这是预防高血压、高血脂、
糖尿病等现代慢病最有效的饮食方式。

澳大利亚研究人员一项历时10年的
研究表明，传统地中海式饮食的确可以
避免患心脏病。他们调查了不同来源地
人群的饮食类型与心脏病死亡率之间的
关系，发现最常吃传统地中海式食品的

人，比很少吃地中海式食品的人死于心
血管病的风险要低30%。

一个来自希腊的研究显示，地中海
式饮食还可能降低患糖尿病的风险，特
别是同时伴有心脏疾病风险的时候。

研究人员分析了19项来自不同国
家，数据采集超过16 . 2万人的相关研究。
分析显示，与其他饮食相比，富含鱼类、
坚果、蔬菜和水果的地中海式饮食，可以
使人们患糖尿病的风险减少21%。对于
患有心脏病的高危人群，地中海式饮食
可以使人们患糖尿病的风险减少27%。

有人提出特定的地域因素如遗传、
环境和生活方式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
但综合结果表明，地中海式饮食对欧洲
人和非洲人同样可以降低糖尿病风险。
也就是说，排除了环境因素、遗传因素、
生活方式因素，单从饮食上注意，地中海
式饮食也照样对预防疾病有效。

美国后来又连续几年做了这方面的
对比研究，发现地中海式饮食可以减缓
老年痴呆症病情的恶化，可使痴呆患者
的死亡风险减少73%。

《神经病学文献》发表的一项研究报
告称，地中海式饮食可以保护大脑免受
血管损伤，降低发生中风和记忆力减退
的风险。另外，许多研究还显示地中海式
饮食可以起到预防乳腺癌的作用，可以
减少30%的乳腺癌发病率。

那么地中海式饮食到底该怎么吃

呢，为什么能够起到防病治病的作用呢，
又是如何实现了七大营养素的平衡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来了解
七大营养素该如何达到平衡。

不生病的奥秘
蛋白质是人体最基本的组成成分，

占人体重量的20%左右。千万别小看这
20%，人的体重中60%左右是水，剩下的
40%中蛋白质就占了一半。

人体的大脑、神经、皮肤、肌肉、内
脏、血液，甚至指甲、头发都以蛋白质为
主要成分，同时蛋白质还是身体生长发
育、衰老组织更新和损伤组织新生细胞
的修补原料。如果能量不足，身体里的碳
水化合物已经用完，人体会通过消耗脂
肪和蛋白质来供能。

广泛存在于动、植物食物中的蛋白
质进入人体后能被利用的氨基酸越多，
其营养价值越高，否则蛋白质含量再高，
如果所含的氨基酸与人体需求不匹配也
没用，甚至还有坏处。

从这一点来说，肉蛋类蛋白质的生
物利用率高于植物类蛋白质。

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大豆的蛋白
质含量非常高，但是它是植物，缺乏某种
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如果只靠喝豆浆、吃
大豆来获取蛋白质，氨基酸被人体利用
会受到影响，代谢产物增多，对肾脏的压
力会很大，所以肾功能有问题的人我们
都不让吃大豆。

除了挖野葱，卡西还不
停地从路过的松树上抠松
胶，半天却只收集了一小把。
这是用来当泡泡糖嚼的。在

她的建议下，我试着嚼了一块。由于没经
验，一口咬下去就乍然粉碎了一大片，像
咬了一口硬饼干似的，呛得满嘴都是苦
兮兮的粉渣，还不小心吞下去一口。

我赶紧呸呸往外吐。卡西见状，从自
己嘴里掏出来一块已经嚼了半天的、完全
软化的胶团，慷慨地送给我吃……我深思
熟虑了两秒钟，接过来毅然丢进嘴里。

几个人轮流嚼同一个泡泡糖的情形
我见得多了，但这种事若发生在自己身
上，多少还是有点儿不太能接受。然而再
想想：一个人把自己嘴里的东西掏出来
给你吃，这是多大的信任和亲热啊！于是
我边嚼边向她道谢。

后来我从嘴里掏出来观察了一下，
淡粉色的一小团，外观和柔软度真的跟
泡泡糖一样。唯一的区别在于没有人工
的香甜味，只有浓郁的松香。

回到家，斯马胡力已经赶完羊回来了，
正躺在花毡上休息。他一看见我们就嚷嚷
着饿了，要赶紧喝茶。再看到我们带回了新
鲜野葱，非常高兴。喝茶的时候，他剥净一
根野葱，两端咬去，把中间那截绿管子插在
茶水里当吸管嗍嗍吮吸。真是孩子气。

再扭头看卡西，更惊人，她直接把葱伸
进查巴袋子，蘸着黏糊糊的全脂酸奶大口

大口地嚼。酸奶加野葱，多么奇怪的组合。
边喝茶边聊天，兄妹俩把今天各自

采集的松胶掏出来，比谁的多。结果卡西
赢了。斯马胡力很不要脸地一把抢了过
去，迅速和自己的松胶混到一起，然后趴
在花毡上紧紧地护住那些宝贝，任卡西
又打又掐，死不松手。

不过卡西很快就报了仇。几天后我要
去县城，卡西托我给阿娜尔罕捎一封信和
一小包松胶。我一看，说：“太少了嘛！”

她很忧愁地说：“只有这么多了，全
被斯马胡力抢走了。”

于是我就怂恿她去偷斯马胡力的。
卡西一听，等不及斯马胡力离开房间就
立马付诸行动。她蹑手蹑脚走到正在睡
午觉的斯马胡力身边，翻他挂在墙上的
包，成功地偷走了几颗最大的。

松胶莫非真有那么好？连强蓬的妹
妹，美丽的、大大见过世面的苏乎拉都在
没完没了地收集储备松胶，为漫长的冬
天而预备(冬闲时节是嚼泡泡糖的大好时
光)，也为着城里朋友的嘱托。我们去找她
玩的时候，十次里有八次都被她嫂子告
知正在森林里找松胶。

卡西用汉语说：“这个好嘛，好吃的，
香的！”斯马胡力说：“吃这个嘛，牙白嘛！”

连体面的生意人马吾列也劝我多嚼
松胶，说对牙有好处。每到那时我都闭了
嘴一声不吭。我知道我的牙长得较为“突
出”，用不着他每次见面都提醒一遍。其

他的人呢，除了年纪稍大的男性外，大家
每天嘴里都嚼个不停，好像嘴巴闲下来
是一件很难受的事。

哈萨克牧人的牙都白得令人嫉妒，
还打着闪儿，而且大都整齐饱满。这大约
与生活环境和饮食有关吧。卡西的牙也
极白，但不太整齐，有些扭。为此，她有一
说话就捂嘴的毛病。

但是牙好显然没松胶啥功劳。卡西才
十五岁，就有两颗大牙被蛀空了。扎克拜
妈妈还不到五十岁，就掉了四五颗牙，还
天天嚷嚷牙痛。沙阿爸爸呢，镶了一大排
金牙，也不知有多少颗。每当他开口说话，
我就飞快地数一遍，但没有一次能数清。

无论松胶和泡泡糖对牙有没有确切
的好处，嚼它们已经成为强大的习惯了。
大家都在嚼，嚼啊，嚼啊，嚼到该吃饭了，
该睡觉了，就吐出来粘在衣服扣子上，第
二天抠下来继续嚼。

斯马胡力不嚼的时候则吐出来贴在
随身携带的小镜子上，并不停地和进新
的松胶。那块松胶原本如黄豆一样大的，
后来渐渐成了铜钱大小，圆圆扁扁地附
在光滑的镜面上，相当牢固。若是泡泡糖
的话，这家伙就更珍惜了。不嚼的时候，
他会把它粘到手表上，覆盖了整个表盘。
若妈妈问他几点了，他抬起手腕，先抠下
泡泡糖扔进嘴里，边嚼边说：“五点半！”

而卡西则捏在耳环上，变成了一个
坠子垂在那里晃啊晃。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由郑晓龙担任艺术总监，金晔执导，陈晓、
杨子姗领衔主演的谍战剧《红蔷薇》即将登陆江
苏卫视独播。该剧讲述了“中国最后一位女特
工”红蔷薇的传奇人生，被看作是2017年度最受
期待的谍战剧。

一张照片引出一部剧

对于郑晓龙，观众并不陌生，《甄嬛传》《红高
粱》《芈月传》等收视口碑俱佳的电视剧都出自郑
晓龙的手笔。此番以艺术总监的身份挑战谍战剧，
郑晓龙坦言，是受到了一张谍战人员照片的启发。
“照片上的人临危不惧，坚定的眼神深深打动了
我。所以，我决定要拍一部不一样的谍战剧，展现
这些谍报人员的一生。”

顺理成章地，郑晓龙想到了与自己搭档多年、
默契十足的金晔。金晔曾分别担任《芈月传》B组
导演、《甄嬛传》剪辑执导、《红高粱》执行导演，
业务水平精湛。因此，在很多剧评人看来，郑晓龙
和金晔的组合就是《红蔷薇》的收视率保证。在新
剧中，郑晓龙做起了艺术总监，金晔则操刀成为总
导演。

不仅如此，《红蔷薇》的编剧团队也堪称强
大。该剧由曾荣获华表奖最佳编剧、金鸡奖最佳编
剧、飞天奖最佳编剧等各类奖项的赵冬苓担任编
剧。此外，编剧团队中还吸纳了周萌、王莹菲等青
年编剧，以年轻人的视角为《红蔷薇》增加了很多
或有趣或紧张刺激的谍战情节。金牌编剧潜心打磨
剧本，王牌导演精心雕刻细节，《红蔷薇》有他们
的保驾护航，理应值得更多期待。

陈晓杨子姗演绎革命伉俪

好的主创团队是一部电视剧能否取得成功的先
决条件，优质的演员则是其能否脱颖而出的取胜之
匙。《红蔷薇》由陈晓、杨子姗领衔主演，汇聚了

毛林林、谭凯、田雷、刘敏等一众实力派演员，阵
容可谓强大。

剧中，陈晓饰演表面玩世不恭，实则智勇双全
的肖君浩。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肖君浩有着多
重身份：在武汉，他是出身高贵的日本华侨；在南
京，他是为所欲为的花花公子；在上海，他是冷血
残酷的宪兵队长；而实际上，他是一个老练的谍报
专家，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革命者。肖君浩的多
重身份，也给陈晓的演绎带来了十足的挑战。

对于首次触电谍战剧的杨子姗而言，挑战则更
多。剧中，杨子姗饰演的谍报精英夏雨竹，从不谙
世事的千金小姐成长为信仰坚定的共产党人，经历
了许多人生巨变。她从花季少女到为人母亲，时间
跨度长达30年。对于1986年生人的杨子姗而言，如
何完成这角色身份的转换，亦是《红蔷薇》的一大
看点。“当时看《伪装者》的时候，我就希望自己
有机会能试水一下谍战剧。现在梦想成真了，希望
观众能喜欢，如果能超越《伪装者》那就再好不过
了！”杨子姗开玩笑道。

剧集矛盾冲突不断

与《潜伏》《伪装者》《告密者》这一类传统意
义上的谍战剧不同，《红蔷薇》是近年来难得一见
的“大女主”谍战剧。剧集围绕夏雨竹的革命经历
展开，融合进友情、亲情、爱情各类情感元素，看
点颇多，矛盾冲突不断。

夏雨竹的谍战人生中，有三个男人扮演着举足
轻重的角色。一个是夏恒煊，夏雨竹的哥哥，他为
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的生命，成为夏雨竹的革命启
蒙；一个是任致远，夏雨竹的精神导师，引领她走
上了谍报之路；一个是肖君浩，夏雨竹一生的爱
人，伉俪情深。在革命道路上，夏雨竹先后经历失
去挚亲、挚爱的打击，一边是革命信仰，一边是爱
恨情仇，夏雨竹的情感抉择将成为该剧最大的矛盾
冲突点。

该剧还将“姐妹反目”的偶像剧桥段植入谍战
剧中。顾霜菊原是夏家的丫鬟，与夏雨竹情同姐
妹，顾霜菊曾经发誓要用生命保护小姐。然而，命
运似乎总喜欢跟人开玩笑。一来二去，顾霜菊加入
军统节节攀升，最后与亲如手足的夏雨竹“隔网而
立”，并最后将夏雨竹送上刑场。“在《红蔷薇》
中，观众能看到很多情感的抉择。有大义凛然，有
无可奈何，然而这就是谍报人员的真实生活。”金
晔解读道。

“大女主”谍战剧《红蔷薇》即将播出———

郑晓龙：拍一部不一样的谍战剧

俄罗斯代表团被禁止参加平昌冬奥会
“符合条件的运动员”可被邀请参赛

据新华社瑞士洛桑12月5日电 国际奥委
会执委会5日在此间决定，禁止俄罗斯代表团
参加将于2018年举行的平昌冬奥会，邀请符
合条件的运动员以“来自俄罗斯的奥林匹克
运动员（Olympic Athlete from Russia）”名义
参加个人或集体项目，任何仪式不会出现俄
罗斯国旗和国歌。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经过讨论，接受了由
瑞士原联邦主席施密德担任负责人的委员会
作出的《施密德报告》，该报告证实俄罗斯
在索契冬奥会期间存在系统性操纵反兴奋剂
系统的情况。

根据施密德委员会的建议，国际奥委会
执委会决定，暂停俄罗斯奥委会的资格，决
定即刻生效。邀请符合条件的运动员参加平
昌冬奥会，无论参加个人或集体项目的运动

员将被冠以“来自俄罗斯的奥林匹克运动
员”的称谓。他们身穿带有这一名字的比赛
服参赛，仪式上升奥林匹克会旗，奏奥林匹
克会歌。

此外，不允许俄罗斯体育部官员出席平
昌冬奥会。曾任俄罗斯体育部长的穆特科和
副部长纳戈尔内赫终身不得参加奥运会。取
消索契冬奥会组委会首席执行官切尔尼申科
在北京冬奥会协调委员会中的职务。暂停俄
罗斯奥委会主席茹科夫的国际奥委会的委员
职务。

国际奥委会还表示，保留对牵涉其中的
相关人员继续采取措施的权利。

据了解，受邀参加平昌冬奥会的运动员
的资格将由一个委员会决定，运动员必须经
过各自项目的选拔达到参赛标准，且不存在

违背反兴奋剂条例的情况。
此前，俄罗斯方面在获悉国际奥委会执

委会的决定前，近期已连续收到不利消息：
11月26日，国际田联维持对俄罗斯的禁赛处
罚，俄罗斯田径运动员因此已经错过了去年
的里约奥运会以及今年在伦敦举行的世锦
赛；11月16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继续叫停
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过去一周，多位在
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获得奖牌的俄罗斯运动
员受到国际奥委会处罚，俄罗斯总共被剥夺
了11枚奥运奖牌。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12月4日曾表
示，抵制平昌冬奥会目前不在考虑范围内。
他说：“我们反对任何对运动员权利的侵
犯，但与此同时，俄罗斯将忠实于奥林匹克
的理念。”

□新华社/法新
当地时间12月5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瑞士

洛桑召开会议，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出席会议。

□记者 王 建 报道
本报济南12月6日讯 打完和卫冕冠军新疆

队的比赛，山东高速男篮与总冠军球队的交手并
没有结束。12月7日晚，高速男篮回到主场，迎
来另一支曾夺得过总冠军的球队——— 八一队。

CBA的20支球队中，有6支曾夺过总冠军。
在这6支球队中，八一队现在的境况是最差的。
他们已经连续几个赛季排名倒数，本赛季仍没有
任何起色。11月30日客场输给浙江广厦队后，八
一队遭遇10连败，创造了队史的最差开局。目
前，这一尴尬的纪录仍在扩大，已经达到12场，
八一队是CBA本赛季唯一还没有赢球的球队。

在“黄金一代”退役后，八一队的辉煌便一
去不复返。由于后继乏人，球员的个人能力大幅
下降，进而导致球队的整体实力大大滑坡。尽管
如此，单比本土球员的话，八一队仍然不错，但
没有外援是他们的致命软肋。针对这一点，中国
篮协专门出台政策，限制其他球队在与八一队交
手时使用外援，却效果微弱。这也正常，毕竟在
CBA有外援和没有外援是天壤之别。

和其他球队相比，八一队本就没有优势，并
且目前阵容不整。国手中锋邹雨宸因伤赛季报
销；老将韩硕没能进入球队名单。现在的八一队
完全依靠年轻球员，他们延续了球队敢打敢拼的
精神，但能力和经验十分欠缺。

面对这样的对手，高速男篮的目标非常明
确，那就是必须取胜。这场比赛之前，高速男篮
连战强敌，之后又将迎战浙江广厦队和江苏队两
个劲敌，这场相对轻松的比赛，同时也是一次难
得的调整机会。

高速男篮今晚
主场迎战“副班长”八一队

□记者 陈巨慧 报道
本报讯 记者从片方获悉，由郑保瑞执导，

郭富城、冯绍峰、赵丽颖、小沈阳、罗仲谦、林
志玲、梁咏琪等主演的魔幻爱情喜剧《西游记女
儿国》将于2018年大年初一登陆全国院线。日
前，片方发布了由李荣浩与张靓颖联袂献唱的电
影主题曲《女儿国》MV，每一帧画面、每一个
音符传递出来的真挚情感都暖心动人。

音乐鬼才赵英俊的创作颠覆了杨洁与许镜清
的西游金曲，重释了仓央嘉措的唯美情诗。

唐僧与国王之间的经典爱情之所以到了今天
仍被人们所津津乐道，实际上还是源自于故事本
身充沛的情感力量，足以打动任何年龄段的观
众。导演郑保瑞坦言，重塑经典的创作是一个幸
福与压力并存的过程，何况面对影响一代人的金
曲，希望《女儿国》能唤起观众情怀的同时，还
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西游记女儿国》锁定春节档
主题曲《女儿国》MV发布

据新华社吉隆坡12月6日电 2018赛季亚冠
联赛抽签仪式6日在吉隆坡举行，中超冠军广州
恒大与韩国联赛亚军济州联队、泰国武里南联队
以及日本天皇杯冠军共同分在G组。

另一支直接进入正赛的中国球队、足协杯冠
军上海申花被分在H组，同组的包括澳大利亚悉
尼FC、日本鹿岛鹿角。第四支球队将通过附加
赛决出，可能是韩国水原三星。

中超和足协杯双料亚军上海上港和中超季军
天津权健需从附加赛打起。如果均顺利过关，上
海上港将与日本川崎前锋、韩国蔚山现代和澳大
利亚墨尔本胜利共同分在F组。天津权健则进入
E组，同组的还有韩国全北现代、中国香港杰
志，最后一个对手可能来自日本。

天皇杯冠军尚未决出，因此日本参赛球队未
完全确定。

上海上港和天津权健参加的附加赛将于明年
1月30日举行，小组赛将于2月中旬开打，决赛将
于2018年11月进行。

2018亚冠联赛抽签结果揭晓

□记者 陈巨慧 报道
本报讯 记者12月6日从片方获悉，由

章子怡、黄晓明、王力宏、张震、陈楚生
主演，李芳芳编剧、导演的电影《无问西
东》将于2018年1月12日上映。

据悉，《无问西东》讲述了几个年轻人
满怀诸多渴望，在四个非同凡响的时空中

一路前行的故事。主演章子怡说：“这部电
影记录和保存了我们每个演员在那个年纪
的美好，是由内而外的一种散发，这种本
真非常的宝贵和美好，这一份深情是值得
等待的。”

上图：12月6日，章子怡在北京出席电
影《无问西东》发布会。 □CFP 供图

电影《无问西东》明年1月12日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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