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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胃最好别吃剩饭剩菜

医生也不是天生懂得保健养生。北京
大学第一医院前院长刘玉村就是如此，
曾因
为不吃早餐自食苦果——患上胆结石只能
手术摘除了胆。
在这之后，
他开始管理自己和家人的健
康状况。在他看来，
养生就是要养成好的生
活习惯。
（摘编自《健康之路》
《科技日报》
）
节食减肥患上胆结石
刘玉村曾分享过一段他
患胆结石的故事——
1994 年，我成为了“无胆
英雄”。人家都说，你就是这
方 面 的 专 家 ，教 人 家 不 得 病
的，但自己怎么也是胆结石患
者？我那时三十岁，被公派去
一个很美丽的欧洲国家进修
学习。我自己不太会做饭，所
以就用最简单的方法，买一只
鸡，洗干净，剁一两刀，放到锅
里，放点葱姜蒜，就炖，然后一
顿饭就吃掉一整只鸡。有时
候我还自己摊鸡蛋饼，一次放

天热少买散装蛋
鸡蛋易受温度等因素
影响。高温下，其中的营养
成分更容易流失，并且由于
蛋壳表面带有的微生物繁
殖 较 快 ，导 致 鸡 蛋 变 质 加
速。市场上的散装鸡蛋大
多未在冰箱中保存，并且没
有标注生产日期，食品安全
风险较大。相比之下，盒装
鸡蛋外包装上都会标有生
产日期、保质期、生产经营
者名称以及联系方式等信
息，质量更有保证。因此，
天气炎热时，建议大家优先
选择盒装鸡蛋，日期越新越
好，而且最好购买冷藏柜中
摆放的产品。
（华南农业大
学食品学院教授 赵力超）

做五类菜不能少醋

做这五类菜时千万别
少了醋。
脆爽的蔬菜 在炒土豆
丝、炒豆芽、炒藕片的时候，
如果能放点醋，则能够让菜
肴口感更加脆嫩爽口。
含钙多的排骨类荤菜
在熬小鱼、炖排骨汤的时候
加点醋，能促使骨头中的钙
溶解出来。
紫红色的蔬菜 在凉拌
这些菜的时候，放点醋能使
菜肴的颜色更加红亮鲜艳。
胶原蛋白多的蹄或皮
加点醋，能促使胶原蛋白分
解出来。
另外，吃海鲜河蟹要蘸
醋，它有一定的杀菌提鲜作
用。
（中国国宴传承人、国家
特级烹调技师 王志强）

十个鸡蛋。就这样两年下来，
体重长了很多，胆固醇也开始
结晶了。回来后，我觉得必须
得减肥，怎么减呢？早上不吃
早餐，中午就吃一个煎饼、一
根黄瓜，坚持了很长时间。肥
虽然减下来了，但却为健康埋
下了隐患。
后来有一次吃完晚饭，我
就觉得肚子疼，在床上辗转反
侧……我自己是外科大夫，一
摸，不行，估计得胆结石了。
于是，大半夜我就一个人骑自
行车去医院，一手扶车把，一
手摁着肚子。到 B 超室一照，
果然是胆结石。在 1994 年的 5

月 4 日，
我的胆被摘除了。
后来，刘玉村养成了很好
的习惯：不吸烟、不喝酒，不吃
辣。每天晚餐后散步一小时，
之后十点左右上床睡觉，早晨
六点起床，
几十年如一日。

菜水果汁，别让胃总在奋力研
磨东西的过劳状态，
“ 可以吃
粗粮和蔬菜，
但请慢慢吃”
。
刘玉村还分享了几种养
胃食物：蜂蜜、胡萝卜、红枣、
薏苡仁、
牛奶、
包心菜、
南瓜。

偷偷倒掉老人的剩饭菜

照镜子看脸色辨健康

这些年，刘玉村还帮着管
理家人的健康。在他家，老人
也喜欢把剩饭放冰箱，留着下
顿吃。可是作为医生的刘玉村
知道，要养胃最好别吃剩菜剩
饭，
因为这些东西容易变质，
吃
了会伤胃，
“我岳母老把剩饭藏
起来，老人心疼啊，说不能倒
啊，
我和媳妇就只能悄悄倒掉，
然后就跟老人说，我们把它吃
掉了，
老太太还挺高兴”
。
“ 生 活 中 ，不 抽 烟 、不 喝
酒、别吃刺激性食物、别吃腌
制食品就能远离胃病的侵
扰。”刘玉村说，爱护胃，就要
细嚼慢咽。定期还要喝点蔬

刘玉村还建议，在养生方
面，人人应学点自查知识，比
如照镜子看脸色。
刘玉村说，脸色一般来说
有四种：
红、
黄、
黑、
白。面色突
然发红可能是高血压，或是甲
亢。面色发黑晦暗可能跟肝脏
疾病、肾功能不好有关。蜘蛛
痣是有肝病的表现。黑棘皮病
提示血液里的胰岛素水平增
高，当脖子发黑时应想到去检
查胰岛素水平。肥胖儿童伴有
脖子发黑需警惕糖尿病。
面色发白、唇色发白可能
是贫血。面色苍白、浮肿需警
惕甲状腺机能减退。

什么样的猪肉专家绝不买
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
日前对外发布，辽宁省沈阳市
沈北新区发生一起生猪非洲
猪瘟疫情，这是我国首次发生
非洲猪瘟疫情。事情一出，网
络上出现了不少关于吃了患
病猪肉后死亡的传言。猪肉
还能放心吃么？
非洲猪瘟病毒不会感染
人 对于大众的担忧，农业农
村部兽医局负责人日前表示，
非洲猪瘟不是人畜共患传染
病，该病毒不会感染人。因此
网上所传有人员因疫情死亡
的情况为谣言。

辽宁省畜牧兽医局方面则
称，
目前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根
据官方通报，
疫区内所有生猪均
已被扑杀并进行无害化处理，
意
思就是理论上你并不会买到被
病毒感染的猪肉。
专家绝不买这几种猪肉
平时如何避免买到病死猪肉
呢？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
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李兴民总
结了
“不能买的几种猪肉”
。
表面没光泽的不买。新鲜
猪肉为淡红色或淡粉色，表皮
肥肉部分呈有光泽的白色。病
死猪肉色泽暗红或带有血迹，

脂肪呈桃红色，肉切面上的血
管可挤出暗红色的瘀血。
按压无弹性的不买。新
鲜的猪肉富有弹性，用手指按
压凹陷会立刻复原。
肥肉层太薄的不买。普
通品种的猪肉肥膘较厚，而杂
交品种的猪肉肥膘较薄。含
瘦肉精的猪肉其皮下肥肉层
也较薄，
通常不足 1 厘米。
毛根发红的不买。拔下
猪毛观察其毛根的颜色，如果
发红，说明是病猪，健康猪的
毛根应是白净的。
（摘编自《华
商报》
《北京晚报》
）

“癌症体质说”
纯属忽悠人
中医讲究根据体质辨证养
生。然而近年来，连癌症都跟
体质扯上了关系，
“癌症体质”
一说疯传。那些说法科学吗？
有传言称，
“寒性体质的人
阴气过剩，容易得癌”；还有人
说，
“ 体温越高，患癌风险越
低”
。事实上，
癌症的发生并不
遵循温度规律。比如，口腔温
度一般会比直肠低0.5℃左右，
而世界范围内结直肠癌的发生
率高于口腔癌。靠泡澡、运动
或 吃 什 么 食 物 来“ 热 死 癌 细

胞”
，
都是不靠谱的。
还有人说“过敏体质的人
免疫系统敏感，能及早发现癌
细胞”，也有人说“过敏体质者
更易患癌”。其实，科学家早
就注意到了过敏与癌症的关
系 ，但 目 前 还 没 有 确 切 的 证
据。比如美国康奈尔大学研
究人员发现，打喷嚏、咳嗽和
瘙痒等过敏症状有助于预防
肺癌、口腔癌等，但对于乳腺
癌、前列腺癌等，这种关联却
不存在。普通人与其纠结于

此 ，倒 不 如 尽 早 改 善 生 活 方
式，
更有助于防癌。
还有传言称：
“85%的癌症
患者属于酸性体质。”事实上，
现代医学上并没有酸性体质概
念。如果体液酸碱度失衡，身
体往往已出现了严重问题，比
如肾衰竭、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等，还哪有时间发展成癌症？
另外，多吃几块肉或者几个橘
子，根本也不可能改变体液的
酸碱度。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基
金会副理事长 罗荣城）

练润肠操调理老便秘
便秘是个“老大难”的话
题。研究显示，慢性便秘易引
发多种疾病。
如果排便次数每周少于 3
次、粪便干硬、排便困难等，就
可归类为便秘一族。如果便
秘持续 6 个月以上，就可以诊
断为慢性便秘了。
在此，推荐一套预防便秘
的四步润肠操。1.练习提肛运
动 。 小 腹 收 缩 ，同 时 收 缩 肛
门，便秘病人每天 3 次，每次

60~100 下。2.按摩腹部，每
次顺时针按摩腹部 36 下、
逆时
针 36 下 ，每 天 3 次 ，多 多 益
善。3.排便前，按压鼻翼两侧
迎香穴，
每天 10 分钟。4.耳穴
疗法，用手指快速捻动耳垂一
两分钟，
每天 3 次。
在做操的同时，还要养成
良好的习惯。我的生活规律
就值得借鉴：早起缓缓喝下一
大杯水；上午到了办公室，先
查房，
一圈走下来，
也算是种锻

炼，
然后回到办公室再喝点水；
中午吃饭前，
站起来伸伸腿，
活
动活动腰；晚上回家吃完晚饭
后，花上 1 个小时出门转一大
圈，并到小区的健身器材上锻
炼一下；回来洗漱，看会儿书，
睡觉。天气暖和的时候，我还
会骑车上班，或有意识地多走
一两站地再上公交车。这一
天下来，饮食、运动、精神调节
基本就都做到了。
（北京市肛
肠医院副院长 谭静范）

按通里穴长记性
总是丢三落四，这是
心经的气血不足造成的。
通里穴可以帮助开心窍，
通心神。其位置在腕横纹
上 1 寸，
小指一侧。用手指
捏拿左右侧通里穴各 36 次
为一遍，
一般捏拿 3~ 5 遍，
即可心舒神安。感觉疲累
时，握拳立起，将手的小鱼
际放在桌子边缘上，从手
腕内侧开始，沿着桌子边
向上推，一直推到手肘部
位，反复推 30~50 次，大脑
得到休息的同时，可以疏
通心经增长智慧。
（中国中
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针灸科
博士后 蒋可）

饮二草茶稳血压
高血压表现为肝火旺
盛的患者，会出现头晕目
眩、眼红目赤、小便黄等症
状。可用车前草、夏枯草
各 10 克，
一起放入杯中，
用
沸水冲泡，盖上盖子浸泡
20 分钟，代茶饮用，每日数
次。
方中，车前草为车前
的干燥全草，
有清热利尿通
淋、明目降压、祛痰止咳的
效果。而人们熟知的车前
子是车前的种子，
与车前草
有所区别，
使用时应区分清
楚。
（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
结合医院心血管病科副主
任 赵益业）

喝五味汤养气血

气血亏虚的人，常表
现为脸色苍白萎黄、头晕
眼花、失眠健忘等。这类
人可尝试喝五味汤进行
调理。
具体做法：取红枣 10
粒，
枸杞 10 克，
红豆、
花生、
桂圆各 50 克，
洗净，
先将红
豆、花生两种食材下炖锅，
加入清水炖 1 小时左右，
再
加入桂圆、枸杞、红枣，炖
半小时即可。能补养气
血，养颜美容。
（河南省中
医院健康体检中心医师 付
红柳）

拇指数数法防痴呆
手指被称为“第二个
大脑”，通过锻炼大拇指，
可以增加大脑前额叶等部
位的血流量，在一定程度
上延缓脑衰老预防痴呆。
具体做法：交替伸出
大拇指。两手张开，数“1”
握成拳，单独伸出右手大
拇指；数“2”再张开双手；
数“1”握成拳，单独伸出左
手大拇指。如此重复 10
次左右。该动作可以刺激
大脑，增加灵活性。
（北京
回龙观医院精神科副主任
医师 宋崇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