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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并没有那么多毒

“体内并没有那么多毒。”
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教授
伍学焱说，人体拥有一套有效
的排泄系统，皮肤、呼吸系统、
消化系统可挡住许多有毒有
害物质，免疫系统则能识别、
消除侵入体内的外来物质，肝
脏和肾脏可以过滤掉进入血
液和人体代谢产生的废物，正
常情况下不需要依靠外力。
另外，要正确看待“排毒”，不
要把健康交给不靠谱的药丸
或仪器，而是依靠人体自身功
能进行调节——

多吃蔬菜水果，适当吃些
粗杂粮。

养成运动习惯。排便需
要用到腹部力量，常锻炼腹
部、盆底肌肉，有利于排便。

多做足浴或按摩等。将
中药打成细粉，溶于 40℃的
温水中，浸泡双足 15~30 分
钟，具体用药需遵医嘱。按摩
双脚大拇指外侧，或点揉脚
心，也有很好的保健作用。

“排毒风”盛行
专家称多为噱头

竹炭月饼能排毒减肥；足贴变
黑是在吸脂排毒；“肠道水疗”能排
毒养颜……近年来“排毒”养生风盛
行，在专家们看来，这些纯属噱头，
科学的“排毒”还得靠“人体扫帚”。
（摘编自《福州晚报》《安徽商报》）

竹炭排不了毒，还会引发疾病

“吃了竹炭××，不仅能清
理肠道，还能排毒养颜。”竹炭
花生、竹炭面包、竹炭蛋糕、竹
炭月饼……近年来，各种竹炭
食品打着排毒养颜的旗号出
现在食品市场中，商家大肆宣
扬：“竹炭食品能清理肠道，长
期食用还能瘦身，功效与减肥
茶类似。”

安徽公共营养师协会理
事、国家高级营养师杜婧表
示，竹炭本身没有食用价值，
在国家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
剂范畴中也没有找到竹炭。
人体排出代谢垃圾自有一套
系统，竹炭是人体没办法吸收
的，所以到不了血液，更到不
了肾脏、肺部，又如何来吸收
代谢中产生的废物呢？竹炭
粉颗粒微小，能大量吸水，人
在食用之后有可能影响消化
系统的正常运行，吃多了甚至
会引起便秘。因为颗粒比较
细，吸附性极强，长期食用的
话有可能导致尘肺病。

黑醋护肤？当心色素沉着

“黑醋草本养颜面膜，黑醋
苹果洗面奶……”近来，“黑醋”
在女性的护肤中成了热词。在
一些护肤品中，因被加入了黑
醋成分，号称有着“排毒”的功
效，受到一些女性的追捧。

对此，山东济南市立五院
皮肤科主任王南说，中西医对

“毒”有不同的概念。在西医
上，“排毒”指排掉某一些物
质，比如我们吃进去的铅等有
害的金属元素。在中医上，人
体的毒素指的是火大，有毒
火、湿火等。从这两个意义上
来说，黑醋能不能排毒目前医
学上尚无临床研究的支持。

王南介绍，用黑醋护肤存
在两方面的风险。一是对皮
肤的腐蚀性，即这种酸是属于
强酸还是弱酸，不同的酸度对
皮肤的刺激性都不一样。二
是长期使用黑醋这种深色的
物质，会对皮肤造成色素沉
着，不仅达不到产品所宣传的
美白效果，反而会变黑。

足贴吸脂排毒？不可能

“湿气和毒素长期聚集脚
底，阻碍身体血液循环及新陈
代谢，因而引发各种疾病。”凭
着这番乍听上去似乎很有点
科学道理的言论，近段时间
来，足贴开始“火”了起来。

对此，湖北省中医院针灸
科主任医师丁德光称，人体的
油脂、毒素通过药物从脚底及
身体皮肤排出的可能性非常
小。正常的穴位敷贴可以刺
激身体的穴位，改善血液循
环，只有保健作用，绝对没有
排毒的功效，更没有通过穴位
直接把毒素排出体外的说法。

北京中医药大学临床中
药系教授常章富则说，湿邪涉
及许多方面，常见表现有舌苔
腻、胃部不适、大便稀溏等，是
否祛除要依靠临床症状来
定。至于“排毒”一词，中医很
少使用，一般用“解毒”。毒的
含义广泛，如热毒、湿毒、风
毒等，足贴不知“排”的哪种
毒，“毒素”又从何而来？

因自己爱喝补汤，浙江杭
州一大妈老给24岁的儿子喝
红枣桂圆汤，没想到却害儿子
血糖猛升住进了医院。

不少人都有喝药膳补汤
的习惯，有的还常做给家人
喝。药膳补汤能随便喝吗？

追求喝汤补身子并不科
学 不少人在听闻某款药膳汤
对滋补身体大为有效时，就跟
风效仿。对此，重庆市中医院
治未病中心主任中医师郭红
说，没有一款药膳汤是适合所
有人的。如果想通过长期服
用药膳来调理身体，最好先让
医生对你的身体状况做一个
详细的检查，对症下药。

在广东省第二中医院肾病
科主任张秋林看来，炖煮时间
长的补汤中嘌呤含量非常高，
同时因为富含蛋白质，长期喝
补汤会增加肾脏负担，老年人
喝补汤对肾脏的损伤更大。

一道药膳并非老少皆宜
郭红以寻常百姓家中常会炖
制的药膳汤品——党参当归
老鸭汤为例，详细分析了“一

道药膳并非老少皆宜”的道
理。当归性偏温补，对老年人
来说有一定的滋补功效，但处
于成长期的小孩本身阳气旺
盛，如常喝益气养阴的药膳汤，
反而会导致小孩阳气过重，加
快生长发育，出现性早熟。

另外，一些滋补品并非南
北皆宜。浙江杭州市中医院
副院长詹强说，比如铁皮石
斛，南方人出现阴虚体质的，
可在汤里放点铁皮石斛，但它
长期生长在南方湿热地方，就
不太适合北方人食用，“不同
地域的人，能吃的药膳也会不
同”。（摘编自《重庆晨报》《钱
江晚报》）

药膳补汤不宜长期食用

各地正在或即将举行老
年运动会，对喜欢运动的人来
说，如何提升运动效果和成
绩，也许是他们关心的问题。

我自己本身爱运动，50
岁后还拿到过跑步比赛的冠
军。可我年轻时身体状态并
不好，肌肉力量也差，总结下
来，最主要的原因是——营
养状况改善了。其实，吃对
了能提升运动效果和成绩。

大学时代，我的饮食每
天以白米白面淀粉类为主，
蔬菜不足，鱼肉蛋奶也不
足。现在每餐都有优质蛋白
质，保证肌肉组织有足够的
蛋白质原料。

运动和比赛之前的血糖
管理也很重要。比如说，前
不久我参加学校的运动会，

早上6点半起来，早饭吃得比
较早，直到11点多才比赛，已
经4个小时过去了。于是，比
赛前十分钟又特意吃了点东
西。考虑到肌肉运动会消耗
更多的B族维生素，我在运动
会开始前一周便开始补充，每
天一粒复合B族维生素。

我平常不喝咖啡，但比
赛日有时会喝1杯咖啡，起到
兴奋作用。比赛期间，咖啡
要饭后喝才好，也不限于黑
咖啡，加糖加奶都没问题。
要注意的是，喝咖啡会引起心
慌，低血糖的人就别喝了。这
些年，我还常做腹式深呼吸锻
炼肺功能，跑起来自然就不至
于气喘如牛了。（中国农业大
学食品学院营养与食品安全
系副教授 范志红）

吃对了能提升锻炼效果

防脱食物管用吗
问：听说黑芝麻、核桃、姜

汁有生发效果，能防脱发，请
问它们真的管用吗？（湖北武
汉 李孝军 61岁）

答：相比药物治疗，食疗
的效果可能较慢，但在病情稳
定期具有很好的安全性、方便
性和依从性。近年来发现，很
多食物具有很好的防脱效果，
如黑芝麻油、橄榄油、南瓜子
油、核桃、花生和黑芝麻等。
它们含有丰富的亚油酸，具有
改善微循环的功效，还有丰富
的维生素和蛋白质，这些都是
毛发生长的重要营养物质。
（中日友好医院毛发医学中心
主任 杨顶权）

煮饭用红豆
入药选赤小豆

红豆、赤小豆由于外
观相似，经常被误认为同
一种东西。其实，它们的
口感、用法都不同。

从外观看，红豆体积
较大，多为圆柱形，呈暗棕
红色；赤小豆多为椭圆形，
较细长，平滑有光泽。红
豆一般多用于日常食用，
如做饭熬粥等，有助补血
养血的功效，赤小豆功效
强些，非常适合入药。中
医认为，赤小豆能利湿消
肿、清热退黄、解毒排脓。
赤小豆适宜各类水肿患
者，如肾脏性水肿、心脏性
水肿、肝硬化腹水、营养不
良性水肿以及肥胖症等患
者食用。此外，赤小豆适
宜产后缺奶和浮肿者食
用，可单用赤小豆煎汤或
煮粥。（黑龙江省名中医、
教授 于景献）

情绪平稳有利护心
保持平稳的心情对维

持心脏节律十分重要。一是
平稳心情。养成读书、学习
的习惯，有助开阔心胸、稳定
情绪；太极、游泳、书法、绘
画等活动也能使人更加心
平气和。闲暇时可到郊外
游玩、听些轻音乐等，有助
维持情绪平稳。二是保持
社交。多和不同的人打交
道，参与社交和志愿活动，
能丰富精神生活，保持开朗
乐观。（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
内科主任医师 张海澄）

喝红酒不能软血管
日常生活中，我们能听

到很多关于软化心血管，
预防心脏病的偏方妙招，
例如喝红酒。这是因为红
酒含有白藜芦醇，它能降低
血小板聚集，预防动脉粥样
硬化。然而，红酒中的白藜
芦醇含量并不高，每天喝一
点并不能有效抗氧化、抗
动脉硬化。

有人问：那多喝点呢？
当 然 不 行 ！ 红 酒 中 含 有
12%～15% 的酒精，一味猛
喝 带 来 的 危 害 远 比 效 用
大 。 包 括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WHO）在内的许多权威机
构都明确反对靠酒精来保
护血管或心脏。（辽宁省营
养学会理事 王兴国）

内脏类凉菜配蒜碟

凉菜是很多家庭餐桌
上的常客，如何吃更健康？

内脏类的凉菜配蒜碟
或麻辣油。凉拌的猪肚、
猪肝等，最好搭配蒜碟或
辣椒油，用香菜或尖椒搭
配拌好，不仅营养美味，还
有助减少胆固醇吸收。推
荐蒜碟的调配方法：蒜泥
或蒜末，加生抽、陈醋、盐、
麻油调匀。

麻辣凉菜最好撒点拍
碎的坚果。比如在麻辣肚
丝中，除了焯烫好肚丝，配
好香菜或金针菇，调好味
的麻香辣椒油浇上去拌好
装盘，上面撒一汤匙拍碎
的烤花生米或烤芝麻，这样
制作的凉菜软嫩带着酥脆，
辛辣夹着麻香，非常美味。
（中国注册营养师 于仁文）

挑食品首选
加工少的

购买食品时应养成读
标签的习惯，尽量挑选加
工程度低的食品。比如
完整的水果蔬菜中营养
素与多种氧化酶、氧气被
细胞壁分离，氧化反应无
法发生。做成果蔬汁后，
营养素与氧化酶、氧气充
分混合，维生素 C、多酚类
等营养素损失较大。谷
类主食加工精度越高，维
生素 B1、多种矿物质、膳
食纤维等营养素损失越
大。未经过精磨的红小
豆、绿豆、芸豆、干豌豆、
干蚕豆等杂粮，富含更多
膳食纤维、维生素和抗氧
化物质，更值得购买。（中
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
安全博士后 王国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