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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针泡茶防百病？无稽之谈

浙江杭州 57 岁的罗大素
分享了自己的盲从养生故事：

两年前，身边有人开始去
郊外、园林山野采食松针，我也
跟着去采过几次。有段时间，
杭州灵隐寺后的北高峰上的松
树只剩光秃秃的树干，松针都
被薅光了。大家都说，摘下来
晒干泡茶喝，也可以跟茶叶放
一起喝，可以防治高血压、糖
尿病、关节痛……简直能防治
百病。因为实在不习惯松针
茶的味道，我后来放弃了这一
养生方法。

其实，这些年各地常有采
摘松针的新闻出现，在浙江湖
州等地，曾出现两千人集体抢
摘松针的事情，当时共有超过
1万棵松树遭到破坏。

对此，浙江省中医院中药
房原主任钱松洋表示，松针不
是中药，只属于民间草药，中
药界没有人会用这个来治病，
某些偏方记载是有用松针的，

但临床上从未用过，对高血
压、糖尿病肯定是没有疗效
的。松针没有毒性，一般健康
的人吃下去不会有什么不好
的影响，但消化不良、脾胃不
好的人吃了就可能有麻烦。

铁树花煲汤能抗癌？乱试验

养生大军里还出现了一
些“采花大盗”。有人听说用
铁树花煲汤能补身防癌，便对
马路边、公园里的铁树下手。

这种说法来源于民间，在
网上能查询到的说法不少，如

“铁树花为镇咳镇痛药，根用
作滋养强壮药，近来发现有抗
癌作用……”

对此，四川成都中医名医
馆主任医师、省名中医王晓东

说，铁树花能防癌治病等种种
说法，毫无根据。王晓东表示，
铁树花从未进入国家中医药法
典名单，也就是说，它的病理毒
性不清楚；铁树花能抗癌之说
纯属无稽之谈，也从未听说过
能做药引子，他开方子从未使
用过，“铁树花究竟毒性多大，
毒性含什么成分，都搞不清
楚。搞不清楚的植物，怎么能
随便吃，甚至拿来炖汤呢？这
是在拿自己做试验”。

同样遭遇“毒手”的还有构
树。不少地方的老年人认为蒸
食构树花，可以降“三高”。这
种说法跟老人当年的困苦经历
有关。在困难时期，构树的叶
子常用于治疗肠炎、痢疾等。
至于民间说构树花有降血脂、

降血压的功效，浙江金华市中
医医院主管中药师祝浩东认
为，缺少药理研究依据。

街头果子、树叶或有毒

在某些地方，还流传着“香
樟果煮水能治感冒咳嗽”的说
法。对此，南京市中西医结合
医院中医专家王东旭副主任介
绍说，虽然有民间偏方会用香
樟果来治高热感冒等疾病，但
是有这功效的香樟果一般是樟
科植物黄樟的果实，如果不清楚
药性，使用不对症，是不安全的。

王东旭特别提醒，医院给
患者用的中药一般都是经过
炮制的，已去除或减少药物的
毒性及副作用，所以，路边的
一些草本植物，即便有药性，
也不宜随意采摘服用，以免出
现意外。另外，带有观赏性的
植物并不是食品，其果实和枝
叶也没有经过检验，肯定不能
食用。城市中有多少种观赏
性植物带有毒性，目前并没有
完整统计过。

松针铁树花防病抗癌没依据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中老年群体中兴

起了一股采食树叶花草的自疗养生风。有人
到公园薅松针，说用它泡茶可以“养生防癌”；
只因听说铁树花炖汤可以补身子，有人变身
“采花大盗”，路边的铁树因此遭了殃。这些
养生方法靠谱吗？（整理/本报记者李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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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张永华是很知名的中医
睡眠专家。不过，与许多人一
样，张永华也会失眠。对付失
眠，他做得最多的就是情绪管
理。张永华说，养生要做个聪
明糊涂人，保持童心才能拥有
好睡眠，有效延缓衰老。

40岁后再没发过脾气 张
永华的性格脾气极好，从不会
和人红脸。脾气上来时怎么
办？张永华说，生气前，先做个
深呼吸，想想美好的事物，转移
注意力后情绪就会好转，“我

40岁后几乎再没发过脾气”。
张永华一年的休息日不

超过 20 天，不过他从没觉得
累。张永华一有空就会在小
区里打打球，玩玩童年的玩
具，美其曰名“保持童心”。他
还让儿子去帮他买了副高跷，

“闲时玩玩，回味童年”。
分享助眠药膳方 失眠是

都市人的通病。张永华说，失
眠通常与阴虚火旺有关，可以
吃一些甘凉之品，比如百合、
莲子、白木耳、山药，忌食辛辣
之品。平时在家，张永华的爱
人经常用这些食材熬粥。

为助眠，张永华会在睡前
半小时喝点温牛奶。对有轻
度失眠的人，张永华给出了一
张药膳方：取茯苓、莲子、百
合、淮山药各 30 克，粳米 100
克。先洗净粳米再浸泡 10～
15 分钟，待米粒吸收水分后，
将茯苓、莲子等药材放入，同
煮成稀粥。“这个食疗方，适合
脾虚气亏的失眠人群，也就是
除失眠外还有短气乏力、面色
皓白、食欲不振等症状的人。
每天早上当早饭吃一碗，坚持
一两个月，有养心宁神的功
效。”（摘编自《杭州日报》）

保持童心睡眠好人不老

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
全局负责人日前表示，2018年
上半年，全国海关未准入境的
不合格食品有 691 批、2.3 万
吨，主要涉及饮料、糕点、饼干
等。原来，进口食品并没有想
象的安全。

三招辨别进口食品是否
正规 对于如何正确选购进口
食品，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提
醒，先要看中文标签，标签上
应列明食品名称、配料表、原

产国或地区、生产日期、进口
商或经销商名称等内容。还
可向经销商索取《入境货物检
验检疫证明》。最后如有疑
问，可向检验检疫部门咨询，
咨询电话是区号+12365。

尝鲜可以，不宜长期吃
中国药品监督管理研究会专
家委员胡颖廉提醒说，外国食
品多根据当地人的体质进行
营养配比等，中国人与外国人
的生活环境和体质上存在差

异，因此偶尔尝鲜没问题，但不
能长期吃。不少进口食品的营
养还会打折扣。比如很多进口
奶的保质期一般都在 1 年左
右。这是因为，进口牛奶要到
中国销售，要经过多道程序，不
得不延长保质期。而延长保
质期的办法主要是将牛奶瞬
间加热，然后进行瞬间灭菌处
理。在这过程中，牛奶中的很
多营养都遭到了破坏。（摘编自

《济南日报》《半月谈》）

进口食品没想象的安全

因为噪音污染、长时间使
用耳塞，以及工作压力大、生
活不规律等原因，如今出现耳
鸣、耳聋的人越来越多了。在
这教大家一套护耳操，坚持练
习可以保养“听力”，有耳鸣等
症状的人练习后可改善症状。

按揉风池：此穴位于颈项
后枕骨下大筋外侧凹陷中。
双手拇指指尖分别放在同侧

风池上，其余四指放在头部两
侧，适当用力揉按约1分钟。

按揉外关穴：此穴位于掌
背横纹上2寸，两骨之间，为“聪
耳神穴”。用拇指指腹按揉外
关，约1分钟，双手交替进行。

捏耳：用食指和拇指相
对，揉捏耳廓，至双耳发热。

鸣天鼓：两掌搓热，用两
掌心分别贴紧左右两耳，手指

托住后脑部，食指压在中指
上，使食指从中指上重重地滑
落，弹击后颈发际处，可听到

“咚咚”之声，如击天鼓。
掌心震耳：两手掌搓热，

用搓热的两手掌心捂住两耳，
封闭耳孔，然后两掌突然松
开，听到“叭”的一声，起到震
耳的作用。（浙江省中山医院
针灸科主任 高宏）

练护耳保健操改善听力

喝杏枇蜜茶
清肺润燥

肺热多因风热邪毒犯
肺，或者寒气入侵，郁结
而 成 ，症 状 常 表 现 为 咳
嗽、咽干、口臭、大便干硬
不通畅等。这里推荐一款
药茶，可清肺热、润肺燥，
补虚润肠。

取枇杷叶 10 克、南杏
仁 15 克、松子仁 50 克、核
桃肉50克、蜂蜜适量，枇杷
叶、南杏仁、松子仁及核桃
肉加水煮20分钟，去渣，倒
入茶壶中，加入蜂蜜调味。

这 几 种 食 物 共 煮 成
茶，除了适宜肺热人士，普
通人也可将它当做保健茶
饮用。（广东省中医院副院
长 杨志敏）

地瓜南瓜
也是好主食

地瓜、南瓜吃起来甜，
但却比不甜的米面更利于
控糖，可以将地瓜、南瓜直
接搭配五谷杂粮煮粥。

具体做法：将五谷杂
粮大火熬 10 分钟后，再放
入切成块的地瓜、南瓜，当
然也可以直接将南瓜或地
瓜用大火蒸一下替代部分
主食，大火蒸的目的是缩
短时间，避免蒸得太软烂，
利于控糖。（中国注册营养
师 谷传玲）

趁雨后凉爽去锻炼
当心湿气加重

不少人认为，下过雨
后非常凉爽，适合锻炼，于
是就会出门跑步健身，呼
吸着雨后的空气，感觉心
情舒畅。

但是，高温天里暑湿盛
行，湿为阴邪，其性重浊黏
滞，易阻气机，损伤阳气。
暴雨之后，湿气随热气蒸发
往上走，会感觉到水汽弥
漫，湿度加重。

脾喜燥恶湿，雨后去锻
炼，会让体内湿气加重，从
而影响脾运化水湿。湿气
困脾，反而让人更不愿意运
动。有的人雨后运动会感
觉到胸闷、不舒服，甚至觉
得头昏、恶心，这和湿热相
杂也有一定关系。（北京中
医药大学国医堂门诊部医
师 牛刚）

做菜早放盐
有三大隐患

为了更好地入味，很
多人做菜时早早地就加入
了盐。然而，这样做带来
不少健康隐患。

第 一 ，营 养 损 失 加
大。盐具有较强的脱水作
用，加入过早，食材中的水
溶性维生素会进入汤汁，
接受高热后损失增大。

第二，不利于控盐。
如果晚放盐，盐分没有深
入食品内部，但舌头照样
可以感觉到咸味，这样就
可以在同样的咸度下减少
用盐量。

第三，肉变老，菜失
水。烹调肉类时若过早放
盐，其中的蛋白质容易凝
固，使肉质变硬变老。炒
蔬菜时盐放得太早，炒出
来的菜易外观“干萎”。（国
家高级烹饪技师 张亮）

干货在冰箱中浸泡
更安全

在气温较高的季节，木
耳、银耳、蘑菇等干货最好
放在冰箱冷藏室内泡，通过
降温来延缓微生物的增殖
速度，抑制致病菌的产毒效
率。而且在低温条件下，食
物中的蛋白质、多糖和水的
亲和力增加，能够吸入更多
的水，泡发效果更好。

浸泡干货时，一定要先
把食材表面洗干净，然后使
用干净的容器和干净的水
来泡，不给微生物提供更多
的营养来源。泡发后，如果
发现其表面较黏或者有异
味，那么说明已经变质，要
果断丢掉。

夏天泡杂粮、豆子时，
道理一样，只要时间超过2
小时，都要放在冰箱里浸
泡。（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
院副教授 范志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