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撰写本手册？

关于我们 

协力抗癌基金会（ Insieme 

Contro il Cancro）是一个非营

利组织，其宗旨在于：

通过交流、教育、研

究、预防（包括对

生活方式的辨别和

选择）、诊断、治

疗、康复、重新融

入社会等活动，全方位抗击癌症

在发展中国家，超重和肥胖的成年人数量自1980年以来

几乎翻了两番，已经达到了约十亿人 (从250万到9.04亿

人)，而发达国家的超重和肥胖的成年人数量是5.57亿。

尤其是在北非、中东和拉丁美洲地区，超重和肥胖的成

年人显著增加、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欧洲(58%)。澳洲和

拉丁美洲南部则已经达到63%。肥胖不仅是一个美观问

题。多余的体重和不良饮食增加了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

患发风险。30%以上的肿瘤与错误饮食习惯（无论是食物

的数量还是质量）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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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重超标的主要原因是
什么?
错误饮食习惯或饮食不规律导致的过度进

食。而这一切又通常与错误的生活方式（

特别是饮酒）相关。 

✔ 缺乏体育活动?
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是导致超重和肥胖的

另一个因素。这方面，无性别差异。

✔ 如何计算理想体重
最常用的指数是身体质量指数(BMI)：即

体重(以公斤为单位)除以身高(以米为单

位)的平方。 最理想的指数值的范围是

18.5和24.9之间；超重的指数是25-30；

而超过30以上则被认为是肥胖。

体重问题?

测量腰围

通过测量腰围，可确定超重

程度。方法很简单:

1.  使用皮尺(无弹性)

2.  在镜子前裸露腹部

3.  确保皮尺与腰部保持水平

位置，并与地面平行。基

准点是肚脐。 

男、女性的腰围应分别小于

102厘米和88厘米。超过者存

在较高的健康风险。

✔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OMS)的
统计，体重超标的的成年人
（20岁以上）的数量是15
亿，其中，2亿男性和3亿女
性属于肥胖症。



✔ 导致的健康
风险有哪些?
体重超标与某些类型的

癌症、心血管疾病和高血

压、2型糖尿病、呼吸道疾

病、关节炎、心理问题和

生活质量受损等疾病和问

题相关。

体重超标导致的风险也因

超标限度和体内脂肪分布

位置的不同而相异。因此

一次规模不大(10 - 15%)

的减肥活动，配以增加体

力活动，可以帮助减少这

些风险。
 

✔ 哪些类型的
癌症是由于超重
或肥胖造成？为
什么?
身体脂肪沉积为胆固醇。

而后者又是产生与诸多肿

瘤密切相关的某些性激素

的第一原料。不仅肥胖会

导致癌症风险的增加，微

量超重也是如此。最易受

体重影响的癌症包括结肠

直肠癌、乳腺癌、胰腺

癌、肝脏癌、卵巢癌、肾

癌、食道癌、宫颈和子宫

癌等。

正确饮食的重要性

食物中含有的某化学物质，被称为营养物
质。主要包括:

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需转化为糖分
方能为人体利用。它具
有“能源的”功能，可从
面包、米饭、面食、土
豆、水果、牛奶、糖和蜂
蜜获得。

脂肪
相比其他营养物质，脂肪
向人体提供大部分能量。
它具备“储备的”功能。
脂肪可来源于动物 (黄
油、奶油、猪油)或植物
油(橄榄油或籽油)。

蛋白质
蛋白质是用于组织和身体
细胞的创建。具有“建设
性的”功能。鱼和肉蛋白
质的主要来源。但我们也
可以从豆类，大豆和干果
中获得。

在生命的任何阶段，健康
的饮食均是身体健康的前
提。好的饮食习惯和积极
而不过度的生活方式，是
预防癌症的基础。正确和
平衡的饮食结构，应包括
多种多样的食物。



在饮食中扮演决定性角色的其他营养物质：

✔  维他命。 人们应每日从新鲜水果

和蔬菜中摄取。

✔  矿物盐类， 主要包括钙、镁、

磷、铁、钠、钾、碘、氟、氯、锌、

铜、铬和硒。

✔  纤维素。 它有“净化”的功能，

并能降低某些疾病（如糖尿病和结肠直

肠癌）患发的风险。  

✔  水。 人们每天至少应喝1升的水。

激素依赖性肿瘤(如乳腺癌、前列腺癌、子宫内膜癌)、结肠直肠癌、

肺癌无论在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非常常见。其原因在于高卡路里

的饮食习惯：摄入大量动物蛋白质、脂肪、精制碳水化合物，但却缺

少蔬菜和水果。

正确饮食的重要性

完美饮食的10大建议：

1. 尽量食用不同种类的食品，以保障能量和营养的均衡。 

2. 坚持早餐，避免不吃某一餐。

3. 每天至少5份水果和蔬菜 

4. 每天都吃谷物类食品(面包,面条,米饭等.)

5. 每周至少食用两次鱼(新鲜或冷冻均可)

6. 食用豆类食品，它们含有优质蛋白质和纤维素

7. 尽可能限制食用油类，特别是动物油类食品

8. 少吃盐，优先食用碘盐

9. 限制甜食，避免含糖饮料

10. 每天喝大量的水。

反映上述营养结构的食谱是地中海饮食。



大量科学研究表明：地中海饮食与癌症

风险的降低具有紧密的关系。其原因在

于:

✔ 大量的水果和蔬菜。

 它们能够提供维生素和矿物盐类。

✔  限制食用含有饱和脂肪和胆固醇的食品

✔  通过食用地中海鱼类获得的ω-3多不饱和脂肪酸，

通过食用植物（玉米和向日葵）油获得的ω-6多不

饱和脂肪酸。

该食谱包括三顿主餐(早餐、午餐、晚餐)和

两顿辅餐(上午小餐、下午茶点)。

公主的食谱

55-60%  的碳水化合物： 80%是混合碳水化合

物和20%的单糖碳水化合物

10-15%  的蛋白质：60%来动物源性和40%来植

物源性 

25-30% 的脂肪

地中海饮食一
般包含:

55-60%

10-15%

25-30%

它的基本内容是水果、蔬菜、豆类、谷
物、橄榄油和鱼，但也不排斥牛奶、奶制
品、肉类和鸡蛋。无禁止的食物，但建议
食用的数量和频率。这便是地中海饮食，
它是真正的饮食文化，它过去几个世纪里
在地中海国家诞生和发展，并于2010年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遗产。



抗癌食物

✔ 豆类： 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铁、维生素B、

纤维、皂苷。另外豆类中含有的异黄酮(植物雌激素)，

通过调节性激素的分泌，抑制肿瘤生长。 

✔ 全麦食品： 它通过稳定血糖和胆固醇和降低雌

二醇(雌性激素)，发挥抗氧化的功能。因此餐桌上不能

缺少如下食品：小麦、大米、燕麦、大麦、玉米以及它

们的面制品。全麦食品含有纤维素、B族维生素和矿物质

(硒和铁)。

✔ 种子和干果：核桃、杏仁、干梅子含有丰富的

钾和抗癌化合物(如苦杏仁苷的杏仁、植物甾醇的花生、

核桃的ω-3多不饱和脂肪酸，巴西坚果中的硒和向日

葵、南瓜、芝麻中的维生素A和E。

✔ 鱼： 尤其是脂肪类鱼，如地中海鱼(沙丁鱼、凤尾

鱼、鲭鱼)，它们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如ω-3多不饱

和脂肪酸， Q10辅酶和硒。

初榨橄榄油是“地中海

式饮食”最基础的调

料。它含有大量的单不

饱和脂肪酸，尤其是油

酸。油酸有助于降低胆

固醇水平，增强抗氧

化能力；故此，

它也有利于保持

健康的心血管系统。总

之，由于油酸对降脂和

抗氧化功能，橄榄油能

够有效预防某些癌症的

发生。

最佳调味品



水果是上午小餐和下午茶点绝佳的健康食品。食用蔬菜时，

不能滥用调味品(半茶匙的油即可)；食用水果时，无需添加糖

份：一份水果含有约150克的糖份，一份蔬菜则含250克糖份。

蔬菜，只要新鲜，就有特别的预防癌症的功能。事实上，西兰

花含有丰富抗肿瘤的元素。对于如下含有类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C（抗氧化剂）的蔬菜的饮食偏好，将非常有利

于预防癌症：所有类型的卷心菜，深绿色

叶子的蔬菜(菠菜、甜菜)和橘黄的蔬菜

(胡萝卜、南瓜)。像洋葱、大蒜、

韭菜等球茎也是理想的预防癌症

食品。就水果而言,橘橙类应是

首选，同时应避免那些含糖太多

的水果。

5份健康源泉
水果和蔬菜中含有丰
富的抗氧化元素，它
能够清除自由基，延
缓细胞老化。我们每
日需消耗五份水果和
蔬菜（最好时鲜的水
果和蔬菜）。



需控制的食物

✔ 红色肉类和熟食。 这些食品每周只能食用一

次。烧烤则对人体的伤害更甚。烧烤过程中所产生的油

脂以及高温所释放出的致癌物质都有害健康。另外，烧

烤会增加前列腺癌和胃癌的风险。熟食也需谨慎食用。

红色肉类的加工和处理，需添加防腐剂（如亚硝酸

盐）并可能与其它种类的肉混合（如香肠、

培根肉和类似的产品）。这都会增加约20%

肿瘤的患发率。

✔ 盐。盐是高血压的元凶 并能

导致某些肿瘤(胃和胰腺)。每日食用大约5克

盐就足够了。注意：一个三明治已经包含了1克盐!更好

是使用低钠盐，或者用其他植物调

料和香料代替之。以钠为基本材料

的味精应从厨房中清除出去。 

✔ 酒精饮品。 酒精是一种

剧毒物质，并且是一种潜在的致癌

物。饮用酒精饮品将导致口腔癌、食道癌、咽喉癌、肝

癌、肠癌和乳腺癌等癌症的风险。另外，酒精比其他我

们熟悉的其他物质，更能使人产生依赖。因此专家们建

议女性每日只能饮用一杯，男性为两杯。



结直肠癌

大量科学研究证明：某些食物中特殊元素能够有效预防结直肠癌的形
成和发展。其中，很多都是典型的地中海饮食食品：如橄榄油、西红
柿、蔬菜、柑橘类水果、地中海鱼。除了健康的饮食外,有必要进行定
期检查：因为身体有必要定期做检查，以确定功能是否运行正常。结
直肠肿瘤通常会发生肉眼是不易察觉的隐秘流血现象。但这种现象可
粪便隐血试验(FOBT)加以辨别。如果发现该癌细胞时其体积是非常小
的，则可以彻底治愈它。50岁以上的人应每两年进行一次该检查。该
项简单的检查以及结肠镜检查，可以挽救许多生命。

预防是抗击癌症的第一利器

它是约1.5米长的中空器官，内壁有不同层次的结

构组成。其中最里层被称为直肠粘膜，具有丰富的

腺体，由上皮细胞组成，能够分泌粘液。结直肠

肿瘤涉及的恰恰是分布在直肠整个表面的上皮细

胞。大部分结直肠癌来源于结节的恶变。结节本

身而言是良性的小肿瘤，但若置之不理，则会随

着时间恶化为肿瘤。

结直肠癌是第四大癌症。 可以肯定的是，它与

饮食有密切关系。 在40岁之前，该疾病相当罕

见；而60岁以后，则越来越频繁。就结直肠癌

而言，家族病史是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有一

位直系亲属(如父亲、母亲或姐妹)有该病史的

人，患有该癌症的风险增加2 - 3倍；有多位

直系亲属曾得过该病或者得该病的年龄在50岁

之前，则患病风险增加了3 - 4倍。

直肠(或大肠)是消化系统的末
端部分。



对吸烟说不
烟草是一种严重有害健康的物质，

可导致包括肿瘤疾病在内的50多种

严重疾病的发生。香烟包含的致癌

物质是90%肺癌的元凶! 如果您吸烟，尽快戒烟对您至关重

要。如果您的一周每天都在嘴里叼上一根烟，那么这相当于

您的人生失去了美好的一天。相比60年代，当代全世界香烟

的消费量翻了一番。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西方国家的吸烟率

在降低，而在发展中国家地区每年却增长3.4%。被动吸烟的

危害性，等同于主动吸烟，需引起重视。因为二手烟中有超

过4000种以颗粒和气体存在的化学物质。这些物是高浓度的

有毒物质，因而可能是最危险的。吸烟者的伙伴患肺癌的几

率超过20 - 30 %。

体育锻炼的重要性
定期锻炼和参加体育运动有助于保持身材和体重，并大幅

度（20 -40%）减少患肿瘤疾病的几率。如下活动适合所有

人：慢跑、游泳、骑自行车、步行。随着锻炼的增加，锻

炼的预防效果亦愈发明显。故此，锻炼多多益善!此外，

病后康复期的、与情绪和身体状况相适应的的体育锻炼无

疑是非常有利的。我们建议每天应参加身体锻炼至少30分

钟，例如快走或骑自行车。有效的体育锻炼应该达到一定

强度，身体出汗，心跳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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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胖不仅是一个美观问题。多余的体重和不良饮食增加了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

患发风险。

•  在生命的任何阶段，健康的饮食均是身体健康的前提。

好的饮食习惯和积极而不过度的生活方式，是预防

癌症特别是越来越频发的结直肠癌的基础。

•  地中海饮食是最理想的饮食模式。优先

食用吃水果和蔬菜；限制食用红色肉类

和饱和脂肪类，而以鱼类特别是地中

海鱼加以替代；可食用豆类食品、

全麦食品和种子食品；优先选用初

榨橄榄油作为调料。

•  参加体育锻炼，不吸烟和严格

限制饮酒（每天不超过1-2倍红

酒）是保持健康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