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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新宠噱头多实用性少
遍地富硒产品，
大多是噱头
近年来，硒元素在保健领
域风生水起，涉及的种类更是
五花八门，有富硒酵素片、富
硒大米、富硒茶叶等。最不可
思 议 的 是 ，竟 还 有 富 硒 保 温
杯、
手链、
砂锅等。
中国营养学会常务副理事
长翟凤英说，
市场上宣传的补硒
防癌，
并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
额外补充的硒，
虽能进入血液，
但可能进入不了细胞发挥作
用。如超过推荐剂量长期服用，
非但不能防癌，
反而可能致癌。
对于各种产品，翟凤英分
析说，通常普通大米的硒含量
约每公斤 35 微克，
而国家富硒
米标准是 70~300 微克，通过
富硒米来补充硒是有效的。
但富硒茶中的硒能被泡到茶
水中的微乎其微，不到人体需
求量的 2%。

肺炎近年来已成为高龄
老人致死的重要原因，
老年
人养肺刻不容缓。平时适当
锻炼胸肌，
可增加肺活量，
提
高心肺功能。锻炼时，
可采
取站姿或坐姿，两臂打开呈
180度，
大小臂垂直，
手掌向
前，然后双手缓慢向上延伸
到极限，
慢慢恢复原状。每天
做10~15次，
可双臂同时做，
也可单臂轮换做。
（西安体育
学院健康科学系教授 苟波）

经常烂嘴巴
或是肉蛋吃太少
口腔溃疡经常发作，
多
与缺维生素B2有关。维生素
B2可促进细胞再生，
参与细
胞生长和新陈代谢。它广泛
存在于各类食品中，
动物内
脏、蛋黄、奶类中的含量较
高，植物类的食品则是豆
类、紫菜、芹菜中的含量较
高。常口腔溃疡的人，
可多
吃点肝脏、
蛋、
奶等食品。
（河
南省中医院营养师 王娴）

随着中医穴位养生知识
的推广，很多人会买一些简易
按摩器具在身上拍拍打打，不
少人还用上了电动按摩器，如
按摩椅、脚部振动仪、颈部按
摩仪等。
在中国康复医学会创伤康
复专业委员会委员亓（qí）云龙
看来，按摩器的使用对老人来
对于普通人，翟凤英建议 袜子被印上人体不同器官和穴 说有利也有弊，用的时间过长
从食物中获取硒，
海鲜和动物内 位，
可是 穴位在每个人身上的 会适得其反，有心脏病、高血
脏是食物界中最丰富的硒来源。 位置千差万别，
比如
“1寸”
在不 压、骨质疏松等慢性病和体弱
同人身上是不同的，较高的人 的老人则不宜用电动按摩器。
足底保健产品效果不如泡脚
“1 寸”比较矮者的“1 寸”长。 高血压患者尤其不要在颈侧动
足底按摩的养生功效几 所以，想简单通过一双穴位袜 脉处按摩或用器具叩击，以免
乎人尽皆知，近年来出现了很 取穴，
很难精准。
血流加速发生血管意外。
再比如排毒足贴，很多人
多足底保健产品，如滚轮式足
老年人在选用按摩器时，
底按摩器、穴位保健袜、玉石 贴上后肉眼可见排出的黑色 应选择以局部肌肉或穴位按
按摩鞋等。这些产品管用吗？ “毒素”。其实，这是因为其中 摩为主的，并按照仪器说明书
黑龙江省名中医于景献用 含有竹醋，遇热、遇水、遇到人 使用，时间不宜过长，最好控
早晚各
一句话做了点评：
“效果不如泡 体汗液就会变黑。所以，大家 制在每次 20 分钟左右，
1 次即可。
脚。”以足底穴位袜为例，一双 不要被这种假象给蒙骗。

学养生
跟院士

练练胸肌能养肺

按摩器具并非人人皆宜

为了迎合一众养生者的
需求，
这些年市面上推出了很
多新产品。这些玩意抓住了
有些人不爱运动、
急于求成等
心理，
成了大众养生新宠。
这些产品是否管用？听听
专家们怎么评价。
（摘编自《科
技日报》
《中国中医药报》
）

“勤劳一点，
衰老就慢一点 ”

我国船舶行业第一位 “可能遗传基因有点作用，但 生活很简朴，家里的家具都是
院士杨槱（yǒu）今年已 102 岁， 更多是心态好”。生活、工作 上了年纪的，许多家庭淘汰多
他的得意弟子朱英富是第一 中，杨槱与人为善，经常关心 年的家具他们家还在用，
坏了，
艘航母
“辽宁舰”
的总设计师。 别人。他 1980 年当选为中国 他就自己修好。杨槱相信“动
杨槱 90 多岁还一周工作 科学院院士，后又被推选为资 脑 动 手 ”会 让 大 脑 衰 退 慢 一
5 天，每天 8 点半之前就到办 深院士，此外他还有数不清的 点。他在家还抢着做家务，吃
公室回复 E-mail，
审阅研究生 社会头衔。杨槱说，这些都是 完饭就跟老伴抢着洗碗。有些
的论文。在他看来，
“ 勤劳一 别人推选出来的，
“人缘好，占 人退下来后会有失落感，但杨
点，
衰老就慢一点 ”
。
了大便宜”。杨槱说，他从不 槱没有，除了继续教学外，他
人缘好有益身体健康 杨 讲别人的坏话，
“ 否则心态容 一心扑在写书上，书稿都是自
槱自认为很幸运，活到这个岁 易失衡，
对健康不好”
。
己在电脑敲出来的。
（摘编自
《中国科学报》
）
数，身体又比同龄人要好些，
在家抢着做家务 杨槱的 《解放日报》

五脏好不好，
睡眠全知道
失眠多梦、入睡困难、频
繁起夜……这些睡眠问题除
了与心理有关，还有可能是脏
腑功能失调所致。
难以入睡或是气血亏虚
气血亏虚的人很容易出现入
睡困难、易醒或
多汗等症状。
这类人可吃些
大 枣 、酸 枣 仁 、

山药等益气补血的食物；平时
可用黄芪、
党参、
白术各 10 克，
冲调代茶饮。
失眠多梦多是肝气不疏
肝主疏泄，具有调节情志的功
能。如果肝气不疏，容易导致
情绪“失控”，出现心情烦闷、
焦虑不安等，进而影响睡眠。
建议这类人平时常用橘皮、百
合或玫瑰花冲泡代茶饮。

脾胃失调易致睡不安稳
脾胃失调的人，吃下的晚饭不
容易消化，很难睡得好。建议
这类人晚餐尽量安排在 18 点
以前，少吃豆类、粗粮等易产
生胀气的食物。建议晚餐可
以喝些麦芽粥、山药粥，能起
到 帮 助 消 化 、调 理 脾 胃 的 作
用。
（江苏南京市中医院失眠
门诊主任医师 王敬卿）

喝酒驱寒易致感冒
喝酒驱寒只是假象。
喝酒后，
酒精刺激身体表面
的毛细血管，血液循环加
快，人会感觉皮肤温暖，甚
至会脸发烫。但这种暖身
现象只是暂时性的。本质
上，
喝酒后人体热量的消耗
也会相应增加。当热量产
生的速度跟不上散失的速
度时，体温便会下降，人就
会感觉冷，很容易引发感
冒。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
属医院主任药师 刘皈阳）

面包是含盐大户
吃起来不太咸的面
包，却是含盐大户。只要
你会看营养成分表，就会
发现超市中所卖面包，基
本 上 钠 含 量 为 300 毫 克/
100 克以上。 吃掉 300 克
面包，
就相当于摄入了 2 克
多盐，相当于每日推荐摄
入量 6 克的近 40%。
选面包时，
建议多看标
签上的营养成分表，
每 100
克面包产品钠含量在 200
毫克最理想。对于面包店
里没有标注钠含量的散装
面包，
尽量选择没有馅料以
及没有芝士添加的。
（中国
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
工程学院副教授 朱毅）

吃黄酒煮猪蹄
缓解腿抽筋
中老年人几乎都有过
小腿抽筋的经历，发作时
疼痛难忍，尤其是半夜抽
筋痛醒，影响睡眠。有这
类困扰的人，可吃些黄酒
煮猪蹄。准备猪蹄一只、
黄酒 700 克、姜片 3 片、香
叶 4 片、草果 2 只。将砍碎
的猪蹄洗净备用，锅里烧
水，倒入猪蹄煮沸，然后倒
入 1 小杯米酒，大火煮 5 分
钟。将焯好的猪蹄倒出备
用。将砂锅烧热放油，放
入香叶、草果、姜片爆香，
随后倒入猪蹄爆香。加入
黄酒盖上锅盖，大火煮沸
后改小火煮 30 分钟。
（河南
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医
师 黄凤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