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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本宣科做“防癌菜”是徒劳 秋冬降血压
常喝两种茶

高血压除了采用药物
治疗外，秋冬时辅加食疗
不失为一种简便有效的方
法，中药泡茶饮用，就能起
到很好的食疗作用。

桑寄生茶：临床表明，
用桑寄生煎汤代茶，对治
疗高血压具有明显的辅助
疗效。取桑寄生干品 15
克，煎煮15分钟后饮用，每
天早晚各一次。

葛根茶：葛根具有改
善脑部血液循环之效，对
因高血压引起的头痛、眩
晕、耳鸣及腰酸腿痛等症
状有较好的缓解功效。其
制作方法为将葛根洗净切
成薄片，每天30克，加水煮
沸后当茶饮用。（天津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
管科 李时乐）

“ 晓 风 啸 空 ，报 道 冬 初
动。”11月7日立冬，预示着寒
冷季节来临。中国人有“立冬
补冬”的习俗，各科室医生给出
了一套“补冬”养生方。

呼吸科：用好“小太阳”防
风寒 大椎穴是我们身上的“小
太阳”，常按摩能防住风寒。该
穴位于颈后中线，脖子与背部
交接的地方，第7颈椎棘突下
凹陷处。（北京东直门中医院呼
吸内科主任 苏慧萍）

心血管科：做好 5暖防心
梗 寒冷刺激会引起血管收

缩，平时应注意做好5“暖”。
醒来暖：醒来时不要立刻离

开被褥，应在被褥中活动身体。
洗漱暖：洗脸刷牙用温水。
如厕暖：夜间如厕时应穿着

暖和，最好备一件较厚的睡衣。
外出暖：外出时戴手套、

帽子、围巾，穿大衣等。
洗澡暖：用浴霸等让浴室

充满热气，等温度上升后再入
浴。（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心血管中心主任医师 徐浩）

营养科：来点粥茶暖身
建议早晨喝碗热粥、日常品品

热茶。高血压患者可在粥里加
点山楂或芹菜，能帮助控制血
压。立冬后应改喝红茶，血脂
较高的人可在茶中配些山楂；
补肾也很重要，可在茶中放点
枸杞。（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
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 伍佩英）

各科医生分享立冬养生方

手脚冰凉、贫血……出现
这些症状，很多人会习惯性地
喝一杯红糖水。近年来，红糖
被包装为“养生神器”，受到越
来越多的人喜欢。市面上各
种保健红糖，更是受欢迎。

然而事实的真相是：你可
能被骗了好多年。

红糖可以补血？几乎没
用 人们常认为，喝红糖水可
以补血，因为其中含有铁。然
而，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的检
测数据，红糖中高达96.6%的
成分是糖类，红糖中的铁元素

含量微乎其微。
数据显示，每100克红糖

中只有 2.2 毫克的铁元素，而
同等质量的猪肝中，铁元素含
量达到了 22.6 毫克。而且人
体对植物食品铁吸收率低（只
有 1%~7%），而对于动物食品
铁吸收率可达20%。

如果要靠红糖来补充人
体所需的铁，需要每日吃1000
克。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保健红糖作用很有限 姜
汁红糖、大枣红糖、益母红
糖……跟普通红糖相比，这些

红糖里加了生姜、红枣等成
分，因此被称为保健红糖，价
格也比普通红糖贵2～3倍。

但是我国相关食品法规
规定，不允许一般的中药材添
加在食品中，只有药食同源的
食材才可以添加。譬如，很多
女性常喝的益母红糖，一看名
字，很容易误以为里面加了有
活血、调经作用的益母草。但
看产品配料表就会发现，益母
红糖中根本就没有益母草，取
而代之的是红枣粉、胡椒等成
分。（摘编自《山西晚报》）

传承几百年的红糖养生竟是骗局

对养生痴迷的人很在乎
食物热量高低，有的糖尿病人
甚至会准备电子秤严格按重
量吃饭。这样苛刻的做法，于
养生反而不利。

其实，想要判断食物热量
高低，有一些很简单的方法。

食物中的水分含量越大，
热量值越低。反之，干货越多，
热量值越高。比如，水分大的
蔬菜热量最低，如冬瓜、黄瓜、
生菜等。相比而言，甜豌豆、豆

角等虽也是高水分食物，但干
货就略多一些，热量就稍高。
含有淀粉的土豆、山药之类，热
量就更高了。当蔬菜变成蔬菜
干，水果变成水果干，红薯变成
红薯干……水分少了，干货多
了，热量就会成倍上升。

对果蔬、果汁等食物来
说，碳水化合物越高，热量就
越高。这类食物中通常脂肪
含量很低（榴莲和牛油果例
外），蛋白质也很低。它们的

主要热量来源是碳水化合物
（包 括 糖 和 淀 粉），特 别 是
糖。所以同样一种水果，比
较甜的品种就比不甜的品种
热量高。

在干货总量差不多的情
况下，脂肪含量越高，热量值
就越高。比如说，同样是含水
量很低的完整植物种子，所含
热量红小豆<黄豆<花生。（中
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营养与
食品安全系副教授 范志红）

简单几招判断食物热量高低

保质期长
不等于防腐剂多

很多人认为食品保质期
越长，添加的防腐剂就越多。

其实，食品有没有加防
腐剂、加的防腐剂量是多少
和它的保质期长短完全没
有关系。像以前在短期内
就会很快发霉的月饼，现在
有些可以保存几个月甚至
半年，但这并不代表加了很
多防腐剂。因为以前的月
饼是裸露包装，现在是单个
独立包装可以避免接触空
气等环境污染。

另外，有些食材因含有
高糖、高盐或高醋可抑菌，
如咸菜、果脯、蜜饯等，还有
些则因为是高温杀菌后商
业无菌包装的，不必添加防
腐剂，就可以存放至少一两
年以上却不变质，比如这几
年非常流行的年份酒。（广
东省食文化研究会会长 杨
冠丰）

最近，一张号称能防癌的食物清单在网上流传，不少人的微信
朋友圈都能看见这张清单的影子。有网友吐槽，自己的母亲天天照
着“防癌清单”搭配做菜，如黄瓜炒番茄、海带南瓜汤……“吃了半个
月，像出家了一样”。防癌食物有功效吗？用这些食物搭配做菜真
能抗癌吗？（摘编自《重庆晨报》《科技日报》）

这些食物被证实含抗癌成分

网上有很多类似文章，拿
各种食物来做防癌分析。其
中，西蓝花、红薯等食物出现
得最为频繁。

食物真能抗癌吗？重庆
市肿瘤医院营养科科长冯长
艳说：“这些抗癌清单，没错，
也有错。”冯长艳分析，市面上
各式各样的清单中，大部分是
一些含有多种维生素、膳食纤
维的蔬菜，要不就是一些谷物
类、菌菇类，这些食材中有很
多确实含有一些微量元素，通
过动物实验确认在动物身上
有抗癌的效果。

至于哪些食物中的提取
物具有抗癌效果，细胞学和动
物实验也给出了一些线索，大
家可以作为参考——1.菇类；
2.枸杞、天麻、人参、肉苁蓉、黄
精；3.大蒜、大葱、洋葱；4.桂
皮、肉豆蔻等调味品。

食物中抗癌成分微乎其微

“不过，目前所有的结论
都来自于动物实验，而且这些
微量元素都经过高度提纯，这
与普通人的食物摄入是完全
不同的。”冯长艳分析，人们日
常吃进去的食物中，微量元素
的含量微乎其微，只通过单一
吃进去某一种就想预防癌症，

可以说基本不可能，“比如几
十公斤的卷心菜才能提炼出
几毫克的抗癌微量元素。”

另一方面，癌症跟生活环
境、人的心理状态都息息相关，
饮食只能算是很小的因素。

怎么吃更重要

冯长艳提醒，虽然想用某
种食物达到抗癌的效果基本不
可能，但健康合理的膳食搭配
确实对防癌抗癌有一定效果。

一吃“鲜”。多吃新鲜水
果和蔬菜可降低咽癌、喉癌、
食道癌等多种癌症的发生几
率。人们每日应至少吃 400
克不同种类新鲜果蔬，最好包

括红、绿、黄、紫等颜色。
二吃“淡”。高盐饮食与胃

癌的发生有着密切关系。日本
癌症中心研究所针对4万名中
年人进行为期11年的随访发
现，对男性而言，食盐多者患胃
癌风险比食盐少者高一倍，而
在女性中，食盐多者患胃癌风
险也显著高于食盐少的人。

三吃“粗”。食物中缺乏
膳食纤维是近年来癌症患者
增多的重要原因之一。富含
膳食纤维的食物包括：黑米、
玉米面、鲜玉米、小米等主食；
香菇、金针菇、毛豆、蚕豆、茭
白等蔬菜；梨、猕猴桃、鲜枣等
水果；干杏仁、核桃等坚果。

四吃“酸”。很多菜品都
适合放点醋，除了醋，酸奶也
是常见的酸味食品。研究人
员认为，乳酸有助于抑制大肠
杆菌等有害细菌滋生，并能吞
噬致癌物质，削弱其致癌性。

胖子爱出汗
或是因为气虚

有些肥胖的人即便是
不活动，额头上的汗珠也大
颗往下掉。这倒不是胖人
有多么怕热，寻根求源或是
因为气虚。

有个企业的老总找我
看病，在诊室谈话的十几分
钟内，他拿出纸巾不停地擦
拭脖子、额头上的汗珠，而
我比他多穿了一套白大褂
也没觉得有多热。观其体
貌即为大腹便便，肌肤色
白，容易倦怠乏力之人。

论补气，黄芪当属第
一，同时还有敛汗的功效。
爱出汗的人，可取黄芪 20
克，大枣5枚，浮小麦30克，
每日煎一大碗，像喝茶一
样，渴了就喝几口。（河南中
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男
科副主任医师 李俊涛）

久坐比登山更伤膝

有些人认为锻炼有损
膝关节，于是尽量“省着”，
甚至“能坐就不站、能躺就
不坐”。殊不知，久坐比登
山、走路更伤膝。

有研究显示，竞技跑步
者 的 关 节 炎 发 生 率 为
13.3%，久坐不动人群为
10.2%，而健身跑步者仅为
3.5%。久坐者患心血管疾病
的几率比偶尔运动者高2倍；
久坐会增加痔疮、大肠癌、乳
癌和子宫内膜癌的风险；久
坐会致肌肉功能退化，脊椎
和骨盆疾病高发，静脉曲张
和深静脉血栓发生率增高。

为减轻久坐对身体健
康的不利影响，建议采用工
间操的形式，利用零碎时间
进行各种碎片化锻炼，如爱
打麻将的，应该半小时左右
起来活动一下。（西安体育
学院运动医学教研室教授
苟波）

消化不好的人
吃肉大有讲究

消化不好的人吃肉有
讲究。平时多选易消化的
肉类，比如鸡肉、鱼肉，它
们肉质细腻，脂肪较低，比
较容易消化。畜肉饱和脂
肪含量较高，不容易消化，
应少选肥肉含量高的排
骨、五花肉、肘子肉等，多
选里脊、后臀等部位。

其次，尽量选择蒸、
煮、炖等烹调方法。可将
肉类切小切碎后再进行烹
煮，如切成肉丝、剁成肉末
炒菜或做成菜肉粥等，也
可以做成肉丸子，或者将
肉末和鸡蛋一起蒸，做成
肉末蛋羹。（天津医院营养
科营养师 康瑞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