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意 

健康月刊 

一月刊 
本刊仅限于内部浏览，不用做任何商务用途                        

你对蛋白质的崇拜 

是时候该停止了 

远离痛风 
你要知道这些食物怎么吃 

搬家啦，搬家啦 
公众号搬家啦 

你以为你说清了 
那对方是否听懂了 

如何制定一个不再打脸 
的新年健身计划？ 

感恩有你，携手前行 



Contents 

如何制定一个不再打脸的 
新年健身计划？ 

感恩有你，携手前行 

你以为你说清了， 
那对方是否听懂了？ 

P4 

P9 

P25 

P14 

P19 

远离痛风， 
你要知道这些食物怎么吃 

你对蛋白质的崇拜， 
是时候该停止了！  

P2 
搬家啦，搬家啦， 
公众号搬家啦~ 



亲爱的各位小伙伴，“中意人寿团险服务”公众号搬

家到“中意人寿” 公众号这个大家庭啦。“中意人寿团险

服务”公众号自开通以来得到了大家的帮助和支持，才让

我们不断地创新与进步，谢谢大家的支持。 

在公众号迁移之后，“中意人寿团险服务”已有的所

有在线功能不受影响，除此之外，我们的服务更加全面，

内容更加丰富，界面更加统一，解决了大家重复关注的烦

恼，一切只为给您带来更加舒适的线上服务体验。 

 

搬家啦，搬家啦 

公众号搬家啦 



                         在公众号迁移后，微信公众号线上功 

                         能全部功都可以正常使用。 

                 迁移后，公众号功能升级，增加 

                  了健康评测、体检折扣等新的项目。  

                  用户还可以同时了解其个人与团体保 

险计划，帮您进行评估，确保您全方位的保险需求。 

 

                                                  

 

                                                  

 

 

 

 

 

 

 

 

告别过去是为了更好的迎接未来，在未来的日子，

希望继续得到您的支持与帮助。我们也将努力为您带来

更加贴心便捷全面的服务。为你，每一分都值得~在追

求美好生活的路上，中意更懂你~ 



远离痛风 
你要知道这些食物怎么吃 

痛风急性发作常于深夜因关节痛而惊醒，疼痛进行性加剧，在12小时左右达高峰，

呈撕裂样、刀割样或咬噬样，难以忍受。受累关节及周围组织红、肿、热、痛和功能

受限。多于数天或2周内自行缓解。首次发作多侵犯单关节，部分以上发生在第一跖趾

关节，在以后的病程中，部分患者累及该部位。其次为足背、足跟、踝、膝、腕和肘

等关节，肩、髋、脊柱和颞颌等关节少受累，可同时累及多个关节，表现为多关节炎。

部分患者可有发热、寒战、头痛、心悸和恶心等全身症状，可伴白细胞计数升高、红

细胞沉降率增快和C反应蛋白增高等。 



什么是痛风 

痛风（gout）是由单钠尿酸盐（MSU）沉积所致的晶体相关性

关节病，与嘌呤代谢紊乱和（或）尿酸排泄减少所致的高尿酸血症直

接相关，特指急性特征性关节炎和慢性痛风石疾病，主要包括急性发

作性关节炎、痛风石形成、痛风石性慢性关节炎、尿酸盐肾病和尿酸

性尿路结石，重者可出现关节残疾和肾功能不全。痛风常伴腹型肥胖、

高脂血症、高血压、2型糖尿病及心血管病等表现。 
 
痛风的原因 

痛风最重要的生化基础是高尿酸血症。正常成人每日约产生尿酸

750mg，其中80%为内源性，20%为外源性尿酸，这些尿酸进入尿

酸代谢池（约为1200mg），每日代谢池中的尿酸约60%进行代谢，

其中1/3约200mg经肠道分解代谢，2/3约400mg经肾脏排泄，从而

可维持体内尿酸水平的稳定，其中任何环节出现问题均可导致高尿酸

血症。 

 



如何预防 

对于无症状高尿酸血症患者，预防痛风发作以非

药物治疗为主，主要包括： 

 饮食控制和戒酒，避免用使血尿酸升高的药物如

利尿剂、小剂量阿司匹林、复方降压片、吡嗪酰胺、

硝苯地平和普萘洛尔等。 

 饮食控制后血尿酸仍高于9mg/dl时，可用降尿

酸药。 

 对于已发生过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的间歇期患者，

应预防痛风的再次发作，关键是通过饮食和药物治疗

使血尿酸水平控制达标。 

 应注意避免剧烈运动或损伤，控制体重，多饮水，

长期碱化尿液等。 

如何进行饮食控制 

多吃蔬菜，多吃高钾质食物，如香蕉、西兰花、西芹 

钾质可减少尿酸沉淀，有助将尿酸排出体外。  

多吃碳水化合物有益于尿酸的排出，痛风病人可食用

富含碳水化合物的米饭、馒头、面食等等食物。  

蛋白质可以根据体重，按照比例来摄取，1公斤体重

应摄取0、8克至1克的蛋白质，并以牛奶、鸡蛋为主。

如果是瘦肉、鸡鸭肉等，应该煮沸后去汤食用，避免吃

炖肉或卤肉。  

少吃脂肪，因为脂肪可减少尿酸排出。痛风并发高脂

血症者，脂肪摄取应控制在总热量的20%至25%以内。  

适量饮水，每天应喝2000ml至3000ml的水，有益于

促进尿酸排除。  

一定要禁酒，酒精容易使体内乳酸堆积，对尿酸排出

有抑制作用，容易引起痛风的发生。  



高嘌呤食物 

（每100克食物中含嘌呤150—1000mg） 

1）  畜肉类：肝、肠、胃、胰等动物内脏及其所制的浓汤汁 

2）  水产品：鱼类（带鱼、鲳鱼、凤尾鱼、海鳗、沙丁鱼、鲭鱼、鲨鱼等海

鱼及鱼皮、鱼卵、鱼干等）贝壳类（蛤蜊、淡菜、干贝等）虾类（海虾、虾

米、海参等） 

3）  豆类和菌藻类：黄豆、扁豆、紫菜、香菇等 

4）    其它：酵母粉，各种酒类（尤其是啤酒）等 

中嘌呤食物 

（每100克食物中含嘌呤25—150mg） 

1） 畜禽肉类：猪、牛、羊、狗等畜肉，鸡、鸭、鹅、鹌鹑等禽肉 

2） 水产品：鱼类（草鱼、鲤鱼、鳕鱼、比目鱼、鲈鱼 河鳗等及其制品 鱼丸、

鱼翅等），蟹，香螺 

3） 豆类及其制品：干豆类（绿豆、赤豆、黑豆、蚕豆等），豆制品（豆腐、

豆腐干、腐乳、豆奶、豆浆、豆芽、豆苗等） 

4） 蔬菜类：菠菜、笋（冬笋、笋干等），芦笋，鲜豆类（四季豆、毛豆、

蚕豆、豇豆豌豆等），海带、金针菜、银耳、花菜、龙须菜、蘑菇等 

5）  其它：花生、腰果、芝麻、莲子、杏仁等 



低嘌呤食物 

（每100克食物中含嘌呤小于25 mg） 

1） 主食类：精致米面及其制品（面包、糕点、饼干等）、各种淀粉、高粱、

马铃薯、山芋、通心粉等 

2） 奶蛋类：奶类及其制品（鲜奶、奶酪、酸奶、奶粉等）、蛋类及其制品

（鸡蛋、鸭蛋、鹌鹑蛋等） 

3） 蔬菜类：青菜类（鸡毛菜、白菜、卷心菜、莴笋、笕菜、芹菜、韭菜、韭

黄、番茄  茄子）瓜类（黄瓜、冬瓜、南瓜、倭瓜、苦瓜、西葫芦等）萝卜

（白萝卜、胡萝卜等）土豆、芋艿、甘薯、荸荠、甘蓝、橄榄菜、柿子椒、

辣椒、洋葱、大蒜、蒜头、葱、姜、木耳等 

4） 水果类：各种鲜果及干果，果汁，果酱等 

5） 饮料：淡茶、碳酸饮料（苏打水、汽水、可乐等），矿泉水、咖啡、麦乳

精、巧克力、果冻等 

6）  其它：各种油脂和糖类（本身虽不含嘌呤，但是应当适当选用），蜂蜜、

猪血、鸡血、鸭血、海蜇、动物胶或琼脂制的点心及其调味品 



你对蛋白质的崇拜，是时候 

该停止了 
大多数人对蛋白质有很严重的崇拜心理，而这种盲

目的崇拜，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的健康。 



那些年我们补过的蛋白质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蛋白质成为了“一切”。医生建议我们要多

补充营养，我们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就是“补充蛋白质”。电视上教做

菜的节目，加一句“这道菜特别补充蛋白质哦”，我们就觉得这道菜

一定要学。喝蛋白粉成了一种时尚，总觉得自己也得买一罐喝喝。 

我们总说要补充蛋白质，但我们到底缺不缺蛋白质？ 
 
蛋白质过剩你怕不怕？ 

除了战乱时期或者贫困地区，蛋白质是一种很容易在饮食中满足

的营养素。你最应该担心的不是我想要蛋白质却求不得，而是你在苦

苦追求蛋白质，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蛋白质过剩了。现代人中90%属于

高蛋白饮食，肾脏都处于或轻或重的疲劳状态中，而且没有间歇来恢

复。 

根据世界上最大的营养师专业组织——美国膳食营养协会

（ADA）的建议，成年人每人每天需要摄入0.8克／公斤体重的蛋白

质。也就是说，一个100斤体重的人每天只需要大约40克的蛋白质！ 

 



下面来讲道数学题，为什么营养学有句话：“热量够了，
蛋白质就够了”？ 

我们来举例计算一下： 

比如一个体重100斤的人，我们假设她以谷物和蔬菜

为主要食物来源，因为这两类食物的蛋白质供能比都是

10%左右。即：食物中蛋白质提供的热量占3大产能营养

素总热量的10%，其余热量来自碳水化合物和脂肪。 

假设这个人一天3餐中摄入了1700Kcal热量，也就是

说，刚好吃饱了。那么，其中10%，也就是170Kcal热量，

来自于谷物和蔬菜中的蛋白质。反推一下，蛋白质有多少

呢？70kcal除以蛋白质的能量系数4，得到42.5g（蛋白

质）。这已经满足了100斤体重的蛋白质推荐量！ 

就是这么容易！而且，这是一个“不理想”的模型，

因为谷物和蔬菜属于中低蛋白食物，除此之外，还有蛋白

质供能更高的豆类、坚果、种子...... 



动物性高蛋白饮食能减寿！ 

瑞典一项研究收纳了14万志愿者跟踪25年，发现动物性高蛋白

饮食显著提高总死亡率23%，心脏病死亡率14%，癌症死亡率28%。

我们在摄入过量动物蛋白的同时，也摄入了大量的动物脂肪，这是导

致现代病高发的原因。 

激素过剩 

不仅仅对孩子，人为添加激素也是助长腺体肿瘤的原因之一。到

目前为止，乳癌、卵巢癌、纤维瘤、宫颈癌、前列腺癌的发病率都被

认为和过高的雌激素水平相关。 

容易造成骨质疏松 

蛋白质在机体代谢以后呈酸性，如果蛋白质摄入过多导致体液酸

性，血液就会从骨骼中借来钙质以维持血液的弱碱性值。长期如此，

高蛋白饮食人群会变得更容易骨折。 

诱发肾脏疾病 

长期的高蛋白饮食也会对肾脏造成损坏，因为对蛋白质进行分解

和代谢是肾脏周而复始的艰苦工作，每吃一顿高蛋白膳食，特别是高

动物蛋白，就会对肾脏造成一次新的危害。 

我们在吃抗生素 

人类如今在不断地减少抗生素治疗的用量，然而你以为在你体内

的抗生素减少了吗？并没有！抗生素被长期加入到动物们的饲料中，

在抽样的各种肉类中（包括鱼肉），全部都能监测出抗生素的残留。 



优质蛋白质在这 
 

好吧，一定有很多人问：“你把吃肉说得这么可怕？那我吃

啥补充蛋白质？” 

虽然我们很难缺乏蛋白质，但如果你还不放心:自然界中蛋白

质含量最高的是植物性食物，它是螺旋藻！ 

对于同样摄取100kcal热量，西兰花可以提供11.1克蛋白质，

比同等热量的牛肉还多2.1克。 

100克的南瓜子含有约33克的蛋白质，比同等重量的牛肉碎

还多7克。 

100克杏仁含有21.43克蛋白质。 

100克的生菠菜含有2.86克的蛋白质。 



一项研究数据表明，虽然超过 50％ 的人年初会制定新年计划，但只有 8％ 的人能达到目标。每到年初野心勃勃定计划，到年

末啪啪被打脸，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的自尊心是有限的！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曾提出一个「SMART」原则，广泛应用在企业管理和目标管理中，健身作为个人管理的重要项目，其实

你也可以用「SMART」原则来改进它。 

 

 



一、Specific 明确、具体 

目标越明确越具体，实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如果你的新

年计划里只写了一句「我要减肥！」、「我要练成维秘身材」、

「成为更好的自己！！！」——相信我，这根本算不上计划，

最多只能算个愿望,能不能实现通常是没底的。 

健身仅从目的的角度就可以具体到很多方向，比如：减脂、

增肌、塑形、加强运动能力、强化心肺能力、提高柔韧性、改

善健康状况等。而不同的目的也决定了你健身计划的具体内容。 

你到底为什么健身？在扪心自问的同时你还需要先了解自

己。如果你的 BMI 指数大于 24，那你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减脂。

再具体分析一下，是体脂率比较高，还是围度比例不够好？或

是体态有问题？驼背扣肩会显背厚，脖子前伸久了会有双下巴，

这时候你要做的不是减肥而是纠正体态。 

那么，具体到「我要减脂！」、「我要增肌！」、「我要

提高柔韧性！」就够了吗？当然不。除了计划的目标是什么，

最好还要包括为什么要完成这个目标和怎样完成这个目标。 



 

二、Measurable  可衡量 

就像小时候经历过无数次的考试，你的成绩怎么样，你和老师说

的都不算，得看分数。一次分数说明不了问题，那就两次。把「我今

年要变得更瘦！」改成「今年年底时腰围减掉 5 公分」，把「我要前

凸后翘」改成「腰臀比达到 0.7」，把「更健康」换成「体检 XXXX 

指标恢复正常」，把「更柔软」改成「能做到 1 个一字马竖叉」，你

会更容易找到努力的方向。定计划时少用形容词，拥抱数字吧。 

 

三、Attainable 可达成 

如果你想减重，一个月瘦十斤的目标可不太现实，健康且理想的

减重速度是每周不超过体重的 1%。还有的人元旦定计划，信誓旦旦要

每天健身 2 个小时，往往还没过完年就被年底的加班、放假，走亲访

友破坏殆尽，脸打得生疼。 

减的太快容易反弹不说，过高的目标不仅会让你压力过大、难以

坚持，一旦达不到还容易陷入自我否定、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的境

地，这不科学。 



四、Results-focused  结果导向 

如果你想减肥，你的新年健身计划是「每周健身 3 次，每

次 1 个小时」，的确很具体、可衡量，但还远远不够。不是时

间不够长，而是因为：它是过程，并不是结果，如果追求的不是

身材，目的只是「养成健身习惯」的话，那还可以接受。如果你

喜欢跑步，不如先把目标定为「完成一次半马」，每周跑几次、

跑多远，自己心里就有数了。 

 

五、Time-bound  有时限 

「每周健身」不如改成「每周健身不少于 3 次，每次不少

于 30 分钟。」把一年的目标分解到每月、每周、甚至每天，分

阶段回顾和调整，会让你的计划变得更可控。 



给你的计划清单瘦身 

如果你的新年计划里除了健身，还有很多没有养成习惯的新

任务，这会大大增加你完成计划的难度，不如好好排列下优先级，

起码坚持到成为习惯，不再需要消耗意志力再开始新的任务。 

 

给自己的计划一个「试用期」 

计划制定出来后，实施时发现与实际情况有差异，从而进行

调整是很正常的事，如开始前对自己能不能实现没底，可以先设置

一个 「试用期」，在这个阶段重点观察自己，完善计划。 

 

留些弹性的余地，防止「计划赶不上变化」 

在制定计划时，尽可能给“变化”留出空间。当你意识到

“变化”也在可控范围内，因此半途而废的概率会低很多。 

 

用更及时的奖励战胜拖延 

如果没有瓜子仁，“嗑瓜子”其实也是一个挺无聊的动作。

给自己每个阶段的小目标追加一些小奖励，比如一件喜欢的新装备。 

 

把你的计划昭告天下 

和心里默默想一下的人相比，写出来并且把自己的计划和打

卡记录发朋友圈的人完成计划的可能性更大。 



你以为你说清了， 
那对方是否听懂了？ 

在生活中，你可能也曾为被他人误解而痛苦。自认为当

时已经把话说得十分明白，直到对方开始疏远自己，你才恍

然大悟，发现对方当时的理解与你想要表达的意思大相径庭；

或者，你可能也曾后悔自己因为误会了对方的原意，致使双

方的关系渐行渐远，最终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你也许正感到十分困惑：自己表达的清晰准确，究竟为

什么彼此之间会产生误解呢？又或者，自己明明很了解对方，

怎么可能是误解了对方的原意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误解”。 



信息接收者的“预设与偏见” 

当误解产生时，人们最容易意识到的问题所在就是——“我没

有这个意思，你误会我了”，也就是说我们都倾向于认为，误解产

生时，接收信息的一方是负有责任的。的确，研究者也认为，信息

接收时所存在的一些“预设”与“偏见”，会影响信息接收的准确

性。 

 

“人们总相信自己所相信的” 

当人们心中存在着对某些个体或群体的固有印象时，他们便会

在记忆和现实中不断搜寻各种各样与这个固有印象一致的证据，并

忽略那些与固有印象相悖的事实。比如，有些人始终认为女性是过

于感性的，于是便集中了记忆里所有关于女性感性的信息 而这样的

预设就会让他们先入为主地认为女性总是感情用事、做不好决策，

即便在女性正在有理有据地与他们分析事实利弊。这样的误解，通

常早在双方接触相处之前就存在，也是最难以被消除的。 

  



“人们习惯先回应而不是理解” 

人们会过度警觉地去看待对方的言行，试图识别出对自己的“攻

击”或“伤害”，或是全神贯注地挑剔出对方可能存在的“漏洞”，

时刻准备着“还击”或“报复”。这些人误会了对方是在挑衅和责备

自己，并率先发起了“还击”。可以说，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这

些人总是更关心自己如何能占据上风，赢得尊重，或是避免吃亏，于

是，他们的注意力也就更多地被放在如何成功地“回应”对方的言行，

而不是如何更好地“理解”对方上。而当我们都不再主动尝试去理解

对方时，误解也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 

  

“人们是认知的吝啬鬼” 

很多时候人们就是懒惰的，是认知的吝啬鬼。著名的行为经济学

家提出，人们的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快速、凭直觉、

不假思索的处理信息；第二种：理性、慎重、深思熟虑地处理信息。

认知上的吝啬却让我们对别人的理解很容易出错，它使得人们容易忽

略一些与既往经验不同的信息和细节。 

比如，同样是眉头紧锁，很可能对方是被你所说的话深深震撼到

了，正在仔细思考，但若你忽略了双方交谈当下的氛围，很可能误解

就出现了——你觉得对方对你感到不满，但对方却只是在认真地思考。 



信息传达者的“透明度错觉” 

不误解之所以会出现也与信息传达者不无关系，传达者可能对

于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在大多时候都过于自信了。 

曾有实验把参与者们被随机分配扮演“击打者” 或“听猜

者” 。作为击打者，他们会拿到一些耳熟能详的歌曲，每位击打者

将挑选一首，并在桌上把歌曲的节奏击打出来，让听猜者根据击打

的节奏猜出正确的歌名。大多数人预计有50%的概率对方能猜中，

然而，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听猜者平均成功猜对的概率仅有2.5%。

他们在看到听猜者硬生生把“国歌”猜成“生日快乐歌”时，脸上

流露出的“你是不是傻？”的表情。这一现象也被称为“透明度错

觉” 。 

也就是说，很多人他们始终觉得自己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另

一方面他们也相信，即便表达的还不够清楚，对于一些显而易见的

需求和想法，对方也仍然能够准确地“猜”到。 

人们往往意识不到，他人眼中的自己和自己真实的表现之间存

在着误差。有时候，你的不同的表情——沮丧、担心、困惑、失望

之间的区别，可能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大。一方的自以为讲清楚了，

和另一番的自以为懂得了，就让双方陷入一次又一次的误解之中。 

 



如何防止误解的产生， 
又如何修复误解造成的隔阂呢？ 

要想防止误解的产生，需要信息传达者与接收者的共同努力。 

首先，双方都要意识到，误解的可能是存在的。在此基础之

上，我们才有可能更主动地去调用第二种认知方式，去清晰直白

地表达，或是全神贯注地倾听对方，而不是凭直觉和预设陷入自

以为是之中。其次，尝试着主动地让自己进入积极的倾听对方、

理解对方的认知方式与相处模式之中。 

另外，对于信息的传达者而言，尝试着清楚直白地表达自己

的想法，并且不厌其烦地向对方确认，自己的意思是否被准确地

表达和理解，而不是指望对方能从只言片语中读懂你。尽管，这

对于长期被传统文化教育：说话要委婉，但是，我们无法控制对

方的思考过程，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让自己做一个不主动制造

误解的人。毕竟，那些细小的误解会不断积累起来，它们不会消

失，总有一天会成为你们关系中的一枚炸药。 

  



而当误解已经产生，又该如何修复呢？ 

事实上，想要修复因误解导致的隔阂，最关键的却也是要

保持双方的交流与沟通。比起关系本身，谁先主动沟通又有什么

重要的呢？其次，要学会道歉。这个动作看似很细微，却能够让

对方看到你的诚意和澄清误解的机会。 

最后，在沟通和澄清误解的过程中，尽量更多地用“我”

的角度来陈述，“我当时是这么想的…”，“我之所以会这么说，

是因为…”，这会让对方有机会去解释，“虽然你是这么想的，

不过我其实想表达的是…”。我们始终相信“直接”、“真实”

和“诚恳”这三件事情的组合是有魔力的：当你做错了的时候就

说“对不起”，当你不知道的时候就说“不知道”，不如现在就

试试吧？ 



健康专题 医疗机构 

什么是妇女节？这里只有女神 北京善方医院 

出游季的贴心关怀—生动易懂的户外急救小锦囊 北京港澳国际医务诊所 

揭开食物真相，终结减重疑惑，打破长肉魔咒 上海深敏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夏天里的吃喝玩乐健康攻略 北京国际医疗中心 

你知道你的脊柱健康吗 北京英智京西康复医院 

拥有健康口腔的秘密 拜博口腔医疗集团 

享受运动，远离损伤 北京明德医院  

雾霾来了，你会健康“呼吸”吗？ 卓正医疗 

健康生活，远离心脑疾病 中日友好医院 

话说冬季养生 北京固生堂中医医院 

这项服务也得到众多员工和企业的肯定，中意人寿会将微课堂项目

做成一个品牌服务，继续在创新的路上努力！     

在此，我们也对下述十家医疗机构授予：中意人寿健康管理优秀合

作机构的荣誉！希望在2018年能有更多医疗机构加入中意健康管理项目

中！ 

                                                                               
2017年中意人寿引入健康微课堂项目，并成功举办了十期讲

课。在中意网络医疗机构的大力支持下，邀请专家对大家最关心的

问题提供在线健康讲座，包括预防保健，营养运动、季节养生，行

为改善等，让大家通过手机或电脑就能收看现场直播，全方位的学

习健康知识。 

感恩有你，携手前行 

如果您想观看往期的中意人寿微课堂，请关注中意人寿公众号，

进入微课堂观看。 



团体保险客户服务热线：400 888 75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