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健康与美丽从肠内开始 

某个杂志以求职者为对象进行了调查。回答“尽管 2-3 万元的工资虽少，还是周休 2 天好”的

人超过了回答选择高工资的人。——就连被称为“经济动物”的日本人也变得开始追求闲暇

了！ 

“经济动物”的苦恼 

某个杂志以求职者为对象进行了调查。回答“尽管 2-3 万元的工资虽少，还是周休 2 天好”的人超过了回

答选择高工资的人。——就连被称为“经济动物”的日本人也变得开始追求闲暇了！ 

  这种追求是日本人目前切身苦恼的必然反应，而这种追求往往只能成为一种无奈的奢望。 

  看看早晨上班的景象吧：在车站的餐馆里站着吃饭的人和急急忙忙吃荞麦面的工薪族的数量与以前

相比看上去却并没有减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匆匆忙忙买了三明治就走的公司职员们的影子。 

  早晨对谁来说都是非常忙的时间。特别是职业女性更是焦头烂额。她们不仅要准备早饭，还必须选

择服装、化妆，有时候还要烫发。稍晚一点起床，就连吃早饭和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了。 

  这种生活的伴生物就是便秘或腹泻。 

  有过便秘经历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如果持续几天不能通便，下腹就感到胀痛或下沉。体内好像

堵塞了某种东西（实际上就是堵塞了）。吃饭不香，周身感到刺痛。最终，苦心养好的容颜也失色了。 

  一个人如果肠胃不适，即使穿戴现代流行的服饰，也和喷着黑烟奔跑的高级轿车一样，不能说是时

尚的、潇洒的。 

“吃的舒服，排便畅通是健康的秘诀”，就像自古就流传的谚语一样，吃的香甜，无用的东西迅速排泄掉

——这对健康来说是最为重要的。 



 

 

就连被称为“经济动物”的日本人也变得开始追求闲暇了! 
 

 

一个人如果肠胃不适，即使穿戴现代流行的服饰，也和喷着黑烟奔跑的高级轿车一样，不

能说是时尚的、潇洒的。 

 



便秘和腹泻是万病之源 

我们常说，伤风感冒是“万病之源”。其实，便秘和腹泻是比伤风感冒更要可怕的“万病之源”。 

  便秘的症状起初是以腹胀不舒服,或放屁、打嗝的次数增多的形式出现。在这个阶段, 只会觉得有些

不舒服而已。然而,如果置之不理,很可能演变成慢性的便秘;不久,头就会沉沉的,连肩膀也会酸痛起来。有

不少人还会有容易疲劳、头昏目眩或失眠的症状,有些孩童会出现抽筋的情况。 

  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便秘的严重后果，恐怕远远超出读者的想象。 

  长期便秘的人会使肛门受到伤害,而引起痔疮。便秘如果一直没好, 持续十年、二十年后, 不仅会使肠

内污浊,提早身体老化,还会促使大肠癌和乳腺癌的发生。同时，便秘还会引发高血压、心脏病、肝中毒

等病症。 

  为腹泻所苦恼的人,和为便秘所苦恼的人应该不相上下。 

  急性的腹泻往往是吃了坏东西，虽然当时可怕，只要治疗及时，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如果是慢性腹

泻，就必须先找出原因来改善现状。有时需要前往医院接受精密的检查，进行正式的治疗。 

  长期的腹泻不仅会使营养不良，还会使患者变得神经质，不敢随便吃东西，导致营养更加不足，延

缓治愈的时间。不少人因为长年累月腹泻, 还会导致体重减轻或贫血等“二次灾害”。 



 

有过便秘经历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如果持续几天不能通便，下腹就感到胀痛或下沉。 

女性之大忌：皮肤粗糙 

如果说舒适的肠胃是身心健康的基本条件，那么被誉为美丽条件之一的美丽皮肤将和舒适的肠胃有着密

切的关系。 

  细腻、滑润而富有弹性的皮肤，是古今中外的所有女性所梦寐以求的事情。为此，自古以来的女性

作了不懈的努力。用糠袋和黄莺粪洗脸，以及试用各种高档化妆品。但是，这种努力所得到的皮肤美，

实际上只不过是得到一点点表面性的美而已，生理上稍有不适，就会出现痤疮、粉刺等。 

  我们的皮肤分为表皮、真皮、皮下组织三部分，起着保护身体内部各种器官和向大脑中枢传递疼

痛、冷热和触觉的作用，并且具有调节体温的功能。 

  皮肤大约 1 个月更新一次。老的皮肤组织变成污垢剥落。表皮的最外侧有一层被称之为角质层的部

分就是这种皮垢的后备军，平时我们就把它作为皮肤看待了。 



  角质层内含有水分和油分。当这些水分和油分不足时，皮肤就会出现疙瘩变得粗糙。因此要补充适

量的水分和油分。如通过化妆、乳液等来实现，以外部的修理所获得的效果，只不过是针对这些角质层

而已，无论多么高昂的化妆品所获得的效果也不过如此。要想使皮肤获得真正的美，还必须从内在方面

创造美丽的肌肤。 

  粉刺和皮肤粗糙都容易在便秘时产生。这是由于肠内长时间积存粪便导致有害菌类增生，从而产生

大量损害肌肤的有毒物质，而这些有毒物质又和血液一起进入体内的缘故。 

  精神紧张或因偏食而导致的营养不平衡，睡眠不足，生活不规律等原因也能引起便秘。 

  损坏皮肤的不规律生活会引起便秘，便秘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大对皮肤的损坏，形成一种恶性循

环。这是无论皮肤多么美丽的人所不能忍受的。 

  在为粉刺、皮肤粗糙而烦恼时，不仅每天要做肌肤的外部修理，也要注意对其肠内的清理。 

 

不规律的生活会引起便秘，而便秘又造成了对皮肤的损坏，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婴儿肌肤为什么水灵灵的？ 

光滑的婴儿肌肤几乎是所有的女人们都憧憬的。 

   婴儿的肌肤为什么那样美丽呢？ 

   和成年人的皮肤相比，婴儿的皮肤量少，水分量却非常多，因此其皮肤水灵灵地富有弹性。 

   和肌肤弹性有关的另一个因素就是被称之为真皮层中的胶原纤维、弹性纤维和格子纤维。婴儿的这

些纤维都柔软富有弹性。而当人们进入 20 岁后，肌肤则开始进入“转折点”，胶原纤维多数达到顶峰，此

后便开始老化，渐渐地失去弹性。 

  皮肤的老化是自然生理现象。这种老化固然是不可避免的，但老化的速度却是完全可以减缓的。 

  肠道承担着维持肌肤美丽的重要功能。在这方面，婴儿和成人肠道内的样子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在人的肠内生存着很多的细菌，在这些细菌中既有对我们人体有益的双歧杆菌，也有对我们人体有

害的产气荚膜杆菌和大肠菌。但在婴儿的肠内双歧杆菌占有绝对优势——不生粉刺，不粗糙的滑润的肌

肤的秘密就隐藏在这里。 

  随着年龄的增加，双歧杆菌数量开始减少，与此同时，各种有害菌却不断地增加，导致肌肤失去弹

性和光泽，变成发暗的肤色。这可以说是皮肤、肠内都老化的内在结果。 



 

双歧杆菌是婴儿皮肤水灵灵的重要原因。  

 
 

在婴儿的肠内、双歧杆菌占有绝对的优势 



长寿的奥秘——肠内新鲜 

我工作的生理生化研究所，以前曾对作为日本长寿地区的有名的山梨县上野原町冈原高龄人的肠内细菌

状态进行过调查分析。同时调查比较了研究所内的 25-42 岁的青壮年组和在东京的高龄者（平均 78.4 

岁）。  

  通过这三个组的比较，差别明显的是双歧杆菌和产气荚膜杆菌的检出率。在青壮年组中，全员都检

出了双歧杆菌，而居住东京的高龄者中只检出了 70% ，但是冈原的长寿者中检出率达 82% ，比东京高

龄者高出 12% 。  

  而对有害产气荚膜的检查结果，几乎完全相反。居住在东京的高龄者中检出了 81% 。而冈原的人中

只检出了 47% ，显著减少。在青壮年组中所检查的结果，几乎和冈原人检出的结果相同。  

  肠内双歧杆菌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减少。而有害产气荚膜杆菌却随着年龄的增加生活力增强，数量

增加，因此，通过调查肠内细菌的平衡状况，可以推测出老化的进程。如果对身体有害的物质在肠内大

量产生、积累，这些有毒物质被吸收后就会加速老化的进程。  

  调查表明，尽管冈原长寿者比东京人平均年龄高出 4 岁，但是观察肠内细菌的平衡状况，是非常年

轻的。这可以说因为身体整体年轻，所以肠内也年轻。这正是由于肠内细菌平衡的好的缘故，从而可以

说降低了老化的速度。总之认为，冈原的老年人的肠内非常新鲜，长寿的奥秘就在这里。  

冈原地区的老年人的肠内细菌状态  

   成人（ 42 人）  

31.8 + 6.6 岁  

冈原（ 17 人）  

82.1 + 7.2 岁  

东京都高龄者 (37 人 )  

78.4 + 10.4 岁  

双歧杆菌的检出率  

双歧杆菌的菌数  

100%  

10.0 + 0.8  

82.4%  

9.4 + 0.7  

70.3%  

9.0 + 1.0  

产气荚膜杆菌的检出率  

产气荚膜杆菌菌数  

45.2%  

4.4 + 1.2  

47.1%  

6.7 + 1.6  

81.2%  

6.4 + 2.3  

  ※ 每克粪便的对数值的平均 + （正、负）标准偏差  

 



 

 

如果肠里有害菌大量产生、积累，就会加速老化的进程。                   

 

试试“肠内洗涤法”  

在肠内生存着十分多的细菌，关于这些以后再详细论述。但是一提到细菌，就总是容易认为它是引起各

种疾病的有害生物，但未必尽然。  

  在动物试验中，无菌状态下饲养的动物的生命期是在普通条件下饲养的 1.5 倍。但是，我们人类不

可能一生都生活在无菌条件下，不管喜欢不喜欢，我们都必须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细菌生存。这是我们无

法选择的现实。  

  我们能够选择的是“肠内洗涤法”：将对身体有害的菌排出去，与对身体有益的菌一起生存——这也

是保持健康、美丽、长寿的核心。  

  在我们的肠内，有害的肠内细菌的大量繁殖可以产生致癌物质和称之为腐败菌（有害菌）的肠内细

菌。对这些物质和有害菌进行分解和抑制作用的是有益菌，有益菌和有害菌在肠内时常进行着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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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战斗中，如果有益菌占据了压倒一切的优势，肠内就变成了新鲜的状态。肠机能就会活跃起

来。  

  在此占重要位置的是双歧杆菌。在许多有益菌中，双歧杆菌是进行“肠内洗涤”的主力军，是将有害

菌打得稀里哗啦的值得信赖的士兵。所以，肠内是否生存有大量的双歧杆菌，已成为美容和健康的关

键。  

 

肠内是否生存有大量的双歧杆菌，已成为美容和健康的关健。 

 



 

双歧杆菌是进行“肠内洗涤”，将有害菌打得稀里哗啦的主力军。 

如何增加双歧杆菌  

增加双歧杆菌，方法有两种。  

  一是，从外部摄取含有双歧杆菌的食品。就是食用含有双歧杆菌的酸乳饮料等。也有将双歧杆菌冷

冻、干燥的。只是双歧杆菌有不抗酸的性质，在空腹饮用时，会被强胃酸作用降低活性。  

  当然，并不是所有从外部摄取的双歧杆菌都会因胃酸而死亡，那些有幸生存下来的双歧杆菌到达大

肠后，也能在肠内繁殖。  

  然而，从外部进入的双歧杆菌，在肠内长期存留是非常困难的。  

  使肠内双歧杆菌增加的另一种方法是，使已经存在于肠内的双歧杆菌增加。就是将大量双歧杆菌的

营养成分送入肠内，使原来就生存在肠内的双歧杆菌增殖。因此和从外部进入的双歧杆菌不同，这种方

法能够使双歧杆菌在肠内长期生存。  

  作为缓释剂所使用的糊精能作为双歧杆菌的增殖因子。但是，糊精有一个缺点就是，它不仅能成为

双歧杆菌的营养成分，同时也成为一部分有害菌的营养。因此，最近引起人们高度注意的是大豆低聚

糖。  



  科学研究证明，大豆低聚糖主要被双歧杆菌所利用，难以成为其他肠内有害菌的营养。而且大豆低

聚糖具有难以被肠道消化吸收的特性，所以能够直接进入大肠而成为双歧杆菌的营养。  

  市面上销售的多数大豆低聚糖因甜度只有砂糖的 40-70% ，所以即使作为新的甜味料也

是可能的。  

 

摄入大豆低聚糖，是增加双歧杆菌的最有效途径。 

 

食用酸乳饮科等，可使原来就生存在肠内的双歧杆菌增殖。                    

 



节食者的新选择 

节食的人因减少食量，便量也会减少，因而难以传导排便信息，而导致便秘。因此，节食的人平时就应

注意预防便秘。  

  节食中往往要求节制某些东西，并且急速减量，那是很危险的。所以，长期持续地改善饮食结构是

节食的要点。特别是对于嗜好品，如果控制过严，考虑的过于严重，就会产生精神压力，以至超量饮食

其它东西，反而导致肥胖。  

  非常喜欢甜食的人，将砂糖改换为大豆低聚糖如何呢？  

  由于大豆低聚糖比砂糖的甜度低，反而让人感到是一种清爽的甜。而且大豆低聚糖还能在肠内使双

歧杆菌增加，使肠舒适。所以对于因节食而导致排泄物变少引起便秘的人来说，在美容方面也会有作用

的。  

  因为节制饮食而失去了吃的快乐，这样的节食是不会持久的。吃得香甜而不勉强地节制是聪明减食

法。  

  实施节食而损坏了未来的健康，就完全失去了节食的意义。  

  只有健康的美才是真正的美。  



 

双歧杆菌进入肠内，有力地改善了肠内的坏境！  

 

节食中，对于嗜好品控制过严，会产生精神压力，以至于超量饮食其它东西，反而导致肥

胖。 



口臭源自肠臭 

感到口臭严重的人在不断地增多。  

  据说是基于这个原因，在车站的商店和药店里开始大量出售用于除口臭的口香糖和喷雾除臭剂。  

  除臭剂固然重要，但找到气味的产生源才是问题的关键。  

  饮食之后残留在口内的碎渣导致细菌在此繁殖，是极不卫生的。  

  幸亏我们的口腔有自我清洁的作用。通过唾液，吃食物或运动口腔，就能在某种程度上清洁口腔。

但在睡眠时，由于抑制了唾液的分泌和口腔运动停止，自我清洁作用就降低，因此，在白天感觉无口臭

的人，早晨刚起床后也有时会有口臭感。  

  要消除口臭，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口腔内的清洁。为此，要天天早晚刷牙，经常咬齿，清除口内的食

物碎渣。  

  可是，似乎一般人都不知道便秘也是导致口臭的原因。粪便在肠内长期积存，不断腐败而产生有毒

物质，便成了充满恶臭的大肠。  

  口臭实际上是肠内异常发酵产生的，有时是由此产生的气体而导致的。由大肠进入血液的气体，然

后被输送到肺部，通过呼吸一起从口中排出时，就导致口臭。  

  这就明白清洁大肠的重要性了。除此之外，引起口臭的原因还有： 

  ①空腹、疲劳。 

  ②消化系统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 

  ③糖尿病等周身性疾病。 

  ④牙槽脓肿等口腔病。 

  ⑤蓄脓症等鼻腔疾病。  



 

研究发现，在健康人的肠内，发现有大量的双歧杆菌。 

屁从口出 ?  

屁 , 从肛门排出来 , 也从别的地方排出来 , 这一点你知道吗 ?  

  当自己喜欢的异性在身边时 , 虽然有屁却不敢放出来 , 忍着忍着就不想放了。我想 , 任何人大概都有

这样的经历。 可是 , 曾经想放的屁 , 并没有在某处消失。那么 , 这股屁到底跑到哪儿去了 ?  

  事实上 , 是和吐出的气一起从嘴巴出来了。 或许会有些女孩子涨红着脸说 : “本来就觉得很不好意思

了 , 竟然还从嘴巴出来……。”可是 , 忍住的屁确实是从嘴巴出来的。 

   虽说如此 , 也并非是因为肛门紧闭着 , 而使气体从大肠往小肠、胃、食道逆流上来。如果屁原封不

动地从嘴巴出来 , 那么，不仅会给周围的人带来熏扰 , 更重要的是，恐怕自己都会被臭气熏得晕过去。  

  忍住屁不放 , 气体就会积存在肠管内。此气体可以和来到肠黏膜的血液中的气体互换。所以 , 肠管

内的气体浓度高时 , 气体就会流入血液中 , 原封不动地被血液运至肺部 , 与呼出去的气一起排出体外。 



   由于屁的成分可以从嘴巴出来 , 或者说，由于肠内的气体可以和血液中的气体互换，所以，只要分

析呼出的气体 , 在某种程度内 , 就可以推测出积存在肠内的气体种类或数量。  

 

本来就觉得很不好意思了，竟然还从嘴巴出来……。  

肠内细菌制造臭气 

美国太空总署经过研究发现，屁里面含有 400 种成分。其中主要的成分是氮、氢、二氧化碳、甲烷、氧

等无臭气体,及微量的氨、硫化氢、吲哚(indole)、粪臭素、挥发性胺、挥发性脂肪酸等形成恶臭原因的气

体。 

   除了氮和氧之外,屁中所含成分,几乎都是由肠内细菌制造出来的。 

   由肠内细菌制造的气体主要是氢、甲烷、二氧化碳。这些气体都是无臭的气体。换句话说,即使是

屁的主要成分,也不是产生气味的元凶。屁之所以会有臭味,还有其他的原因。 

   会发出恶臭的气体,全都是由蛋白质制造出来的,这些臭气只在蛋白质被肠内的腐败菌分解时,才会产

生。 

   所以,老虎或狮子等肉食性动物,以及采取欧美式饮食的人,屁都非常臭,这是因为摄取过量的蛋白质。

反之,大量摄取淀粉或食物纤维,以及喝很多牛奶的人,放出来的屁都不太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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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句话说,与大便的情况相同,如果采取对健康有益的饮食方式,屁的气味就会变得淡一点。 

   人的肠内,存在着很多会制造气体的细菌。人的肠内不会制造气体的细菌种类极少,仅有双歧杆菌或

乳酸杆菌而已。所以,如果食用可以使双歧杆菌增多的食物,臭屁自然会减少。 

   另外,健康欠佳时,屁量有时也会增加。比方肝硬化,会使消化吸收机能发生障碍,或肠内细菌失去平衡,

因而造成气体的产量增加。 

 

这些臭气都是肠内的腐败菌制造出来的。 

焦躁是健康的大敌 

碰到一点小事就焦躁不安的人，最可能出现便秘、肠胃不适、精神错乱等症状。感情不稳定会导致自律

神经不平衡，导致激素分泌紊乱，出现便秘和肌肤粗糙。女性所特有的歇斯底里症状也和激素的分泌异

常有着密切的关系。 

   精神紧张会引起身体生理变化，相反身体的异常会给精神方面带来影响。这种现象被称之为身心相

反现象。这种现象也可以说是我们的生活环境逐渐变坏的一个证据——到了深夜仍然不停的交通噪音、

复杂的人际关系，办公自动化等，的确在我们周围充满着大大小小的环境压力因素。 



   人体中，最容易受到环境精神压力影响的是消化器官。胃肠不适导致食欲不振，或即使是好不容易

吃下去的食物，其营养也不能被充分地吸收。 

   这样，肠内微妙的平衡也会被打破，使有害菌增加，双歧杆菌等有益菌的活力衰退。为了将这种来

自环境压力的损伤控制在最小限度内，平时要尽量提高双歧杆菌的活性，必须让双歧杆菌充满肠内。 

母乳使婴儿健康的原因 

双歧杆菌的最初发现者是蒂希艾（法国，1899 年）。当时因痢疾而死亡的儿童很多，特别是人工营养儿

的患病率比母乳营养儿的患病率高。 

   母乳营养儿和人工营养儿相比较，母乳营养儿肠内生存着大量的双歧杆菌，这一问题在之后的研究

中明确了。因此认为母乳营养儿对细菌的抵抗力强，肠的机能也活跃，所以其痢疾的患病率也就低。 

   在母乳营养的情况下，母亲所具有的免疫功能通过母乳传给乳儿也是不易患病的重要因素。通过实

际统计调查发现母乳营养儿的患病率比人工营养儿的患病率低 2-3 倍。 

   最近的研究证明，母乳中含有 50 多种低聚糖成分。母乳儿肠内的细菌有 95%是双歧杆菌——大豆

低聚糖对双歧杆菌具有强大的增殖作用由此可见。 

 

母乳喂养的婴儿，肠内生存着大量的双歧杆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