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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眼 真相良

芋头益气生津
现在是芋头上市的季

节。芋头不仅味美可口，而
且营养丰富。中医认为，芋
头有补中益气、开胃生津、消
炎止痛等功效，而且芋头富
含淀粉、蛋白质、微量元素、
烟酸、维生素 C 等多种成
分，并含乳聚糖，质地软滑，
易消化，有健胃作用，特别适
宜脾胃虚弱、患肠道疾病和
正处恢复期的病人食用。但
芋头的黏液中含有皂甙，能
刺激皮肤，如果不小心接触
皮肤发痒时，涂抹生姜或在
火上烘烤片刻可以止痒。
芋头含较多淀粉，多食易腹
胀。（摘编自《广州日报》）

秋季出现干咳、便秘症状，中医有
妙招。根据多年临床经验，山西中医
学院附属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吕康
提供了几个养生方。

便秘喝蜂蜜醋水“由于肺与大肠
相表里，肺燥导致肠燥津干、大肠传导
功能受阻，很容易出现便秘。”吕康说，
可适量吃些炒黑芝麻或桑葚，也可以
在每天起床后取醋、蜂蜜各 5-10 毫
升，用200毫升温开水冲服。

眼干眼涩喝白芍甘草汤 有的人
易出现眼干、眼涩、腿抽筋、膝痛、肌肉
跳动等症状。饮食上多吃酸甘食品，适
量吃些枸杞、女贞子、山茱萸、桑葚或动

物蹄筋等。此外，可以取白芍10克、甘
草5克煎汤，一日两次，饭前服。没有
糖尿病的人在煎剂内放入麦芽糖10毫
升一起饮用，补肝调肝的效果会更好。

干咳无痰吃川贝炖梨 吕康说，秋
季养肺，必须重视补脾胃，建议多吃一
些有脾肺双补之效的食物，如公鸡炖
山药、公鸡二黄汤。“此处的‘二黄’指
的是黄精和黄芪，这两种药均甘淡，能
补肺健脾，而公鸡有补虚暖胃、开宣肺
气的功效。”肺气薄弱的人稍不注意，
就容易诱发咳嗽，且多是干咳无痰，可
吃点川贝炖梨，也可喝点银耳百合汤、
老鸭汤。（摘编自《山西晚报》）

眼干便秘喝点汤水

酱油选得好，还要用得好
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无论是煎炸烹炒，加几滴酱油总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然而，用得多并不代表真正了解。你

知道如何选择一瓶好酱油吗？酱油怎么吃才健康？这些你不知道的事，都让专家来告诉你。（本报记者张玉萍 李仲文）

辽宁省营养学会副会长 王兴国
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 谷传玲
北京市食品工业研究所副研究员 纪凤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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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里，酱油的种类品牌
繁多，如何挑选到一瓶好酱
油？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谷
传玲分享了自己的方法。

第一步，看标签，辨别酿
造酱油和勾兑酱油。勾兑酱
油的标签上会列出多种化学
添加剂，如谷氨酸钠、肌苷酸
二钠、鸟苷酸二钠、琥珀酸二
钠、苯甲酸钠、山梨酸等，这种
酱油对人体毫无益处。

第二步，看泡沫，判断酱
油的质量。轻轻晃动酱油瓶，
酿造酱油的泡沫较均匀，且不
易散去。勾兑酱油产生的泡

沫大小不一，当停止晃动瓶
子，泡沫会快速散去。

第三步，看瓶壁，是否加
了增稠剂等。将酱油瓶倾斜
或倒立再放正，如果粘在瓶壁
上，留下一片黑色污垢，半天都
流不干净，这样的酱油别买。

如果想选到更健康的酱
油，瓶子上的这几个字要看清。

一看配料，“小麦”比“麸
皮”的香气浓。酿造酱油，大
豆和豆粕（脱脂大豆）是常用
的蛋白质原料，小麦和麸皮
（小麦外皮）是常用的淀粉原
料。无论是用大豆还是豆粕，

对酱油的品质影响不是很大
（大豆略好于豆粕）。但和麸
皮相比，小麦中糖类物质更丰
富，因此在后期发酵中香气更
浓郁，味道也更醇厚。

二看工艺，“高盐稀态”发
酵的营养好。在食品标签上

“产品标准号”一栏可找到酱
油的发酵方式。

三看氨基酸态氮。一瓶
酱油鲜不鲜，根本上取决于氨
基酸态氮的含量。合格酱油的
氨基酸态氮最低不得低于0.4
克/100毫升，目前国内特级酱
油的含量是1.2克/100毫升。

如果家中调味料配备充
足，会有生抽、老抽等，这些酱
油的用法都一样么？王兴国
说，一般注意四个原则就行了。

1.一顿别超5毫升，相当
于一矿泉水瓶盖的量。一个
健康人每天吃10毫升左右为
佳。患高血压、肾病、妊娠水
肿、肝硬化腹水、心功能衰竭
的人平时应吃得更少。

2.红烧肉用老抽。老抽
和生抽最大的区别是老抽颜
色深，生抽颜色浅。因此，老
抽用来上色，比如烹调红烧
肉。对于红烧需要加老抽的

菜，煸炒时不要把老抽炒焦炒
糊，以免破坏氨基酸，或蛋白
质经高温产生致癌物杂环胺。

3.生抽出锅前放。生抽
多用来调味，一般炒菜时出锅
前放生抽，氨基酸保留好，可
更好地保留鲜味儿。

4.放冰箱冷藏。对于酱
油的储存，应当存放于避免阳
光直射、高温、潮湿、不洁净的
地方。为延长保质期，建议冷
藏。比较简单的一个防霉方
法是往酱油中滴几滴食用油、
放几瓣去皮大蒜或滴几滴白
酒等。

酱油鲜不鲜，看氨基酸态氮

如今，各色各样的酱油都
有，海鲜酱油、凉拌酱油、含铁
酱油、儿童酱油……不同人群
更适合吃哪种酱油？辽宁省
营养学会副会长王兴国从健
康角度作了分析。

低盐酱油适合老年人。
高血压、冠心病、全身浮肿等
患者以及老年人群最好选择
低盐酱油。其含盐量比普通
酱油低20%以上，其他鲜味成

分和普通酱油差别不大。
孕妇、贫血吃加铁酱油。

加铁酱油是按国家标准和相
关部门要求加入了“EDTA 铁
钠”的优质酱油，铁含量丰富，
有助于防治缺铁性贫血，尤其
适合孕妇、贫血患者或有贫血
倾向的人。购买时一定要看
有没有“强化食品专用标志”。

婴幼儿酱油适合 3 岁以
下。婴幼儿酱油选用的是有机

原料，不含任何防腐剂、色素、
增鲜剂，采用的是减盐配方，比
一般酱油含盐量低25%左右，
更适合3岁以下的宝宝。

有机酱油性价比稍低。这
种酱油选用的是有机大豆、有机
小麦等有机原料，不添加任何人
工添加剂，对工艺和生产条件
要求较高，售价自然就高，品质
也更好。但动辄一瓶三四十
元，性价比还是低了点。

老年人选低盐的，贫血买加铁的

关于酱油，民间有很多传
言，专家也一并做了科普。

传言 1 有伤口不能吃酱
油，吃酱油会留黑疤。

王兴国：这个说法没任何
道理。酱油的“涉黑嫌疑”主
要来自于它的氨基酸和酪氨
酸酶。氨基酸成分不会促进
黑色素的形成。此外，酱油中
也不含有促进合成黑色素的
催化剂，酪氨酸酶不能耐受强
酸，无论酱油里是否含有酪氨
酸酶，都会在进入胃的时候被
胃酸灭活。

传言2 酱油在生产过程中
易产生致癌物，且酱油中的微生
物多容易致病，最好不要生吃。

纪凤娣：配制酱油生产过
程中，可能会产生“三氯丙
醇”，它有可能致癌。但我国
规定配制酱油中的三氯丙醇
允许限量为 l毫克/千克，酱油
食用量不大，摄入的三氯丙醇
还远达不到致癌剂量。

酱油是由微生物发酵制
成，但这并不代表其含有很多
致病菌。酱油在出厂前经过高
温灭菌，即使生吃也大可放心。

一顿别超一瓶盖，根据菜品放酱油

有伤口不能吃酱油？大错特错
传言真假

今年是东方名家名剧月
十周年，上海人民滑稽剧团的
看家戏《七十二家房客》受邀
再度复排演出。“滑稽王小毛”
的扮演者、65岁的王汝刚在剧
中出演“炳根”。王汝刚对养
生十分重视，归纳起来是“十
八个字”。

一是要守时 人体是按生
物钟运行的，因此遵守生物
钟，生活规律化至关重要。“我
比较守时。早上何时起床、晚
上何时睡觉，每天哪个时段干
什么事情都有个大致安排。”

二是常跑跑 演员要常深
入生活，从群众中吸取养料，

这样演出的戏才能鲜活。“经
常跑跑，筋骨好。我作为一位
普通市民，会经常出现在车
站、超市、地铁、菜场，每天少
则数千步，多则万步。”

三是多笑笑 笑能改善脸
部神经，提高肠胃功能，增强
抵抗力。王汝刚说：知足常
乐、助人为乐、自得其乐，都可
以增加心理愉悦度，对身心健
康带来好处。

四是常动笔 王汝刚热爱
写作，“写作能抒发自己情感，
表达自己思想。写作能传递
真善美，延缓衰老进程，防止
老年痴呆症”。

五是
欲 望 少
人要衣食
住 行 ，必
然 有 所
求，但不要盲目去追求物质。

“我主张人生‘三不’：不给自
己施加压力，不过分张扬，不
自寻烦恼。”

六是心态好 有些人喜欢
攀比。有横向比，纵向比，但要
与物质条件比自己差的人比，
就会知足常乐。“我觉得：四菜
一汤，布衣送终，此生足矣。钱
多了要想到他人，要有一颗慈
善之心。”（摘编自《新民晚报》）

守时也是养生要诀蹲一蹲也能养肺
除了呼吸锻炼、注意饮

食、适当按摩等方式，美国
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研
究表明，蹲一蹲也能养肺。
人在蹲着时，膈肌上抬，站
起来横膈下降，会加大胸腔
和肺的活动范围，增加肺活
量。下蹲时将两腿分开，略
比肩宽；脚尖的方向基本是
倒八字形，以脚的第二趾方
向为准；膝盖的方向要在第
二趾的延长线上，躯干要保
持笔直状态，臀部向身后撅
起。下蹲速度大致是5秒钟
1次。下蹲时吸气，站起时呼
气。锻炼次数以1天做30次
为宜。（摘编自《武汉晚报》）

名人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