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荷叶乌梅茶
清热解渴

推荐一款效果很好
的降暑茶：金银花 3 克，
荷叶 2 克，山楂 3 克，乌梅
1 个，沸水冲泡代茶饮，
可起到清热解暑、生津止
渴的功效。

值得一提的是，荷叶
有“消暑利湿、健脾升阳”
之功效，夏季暑热容易导
致食欲不振，以鲜荷叶烧
粥、干荷叶泡茶可改善症
状；其果实莲子为去心火
之佳品，泡茶喝有清火之
功；其根茎为藕，有生津
止渴、清热凉血之功。单
独用荷叶泡茶喝，还能有
效 缓 解 口 臭（每 天 3~5
克）。（山东省济宁市中医
院预防保健科主任医师
王乐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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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鹏展翅能锻炼肌肉

动作要领：原地踏
着小碎步，在踏步的过
程中，进行肩关节的大
幅度环绕，使两臂往两
侧向上抬起。小碎步结
束后，先将身体向左转45
度，双眼始终目视前方。
搭配俏皮的屈膝抬腿动作，使
腕关节屈曲，两手呈“下勾”姿
势。再配合小碎步，将身体往
右转45度，后续动作同前。

养生功效：“大鹏展翅”的
舞步动作有助于改善肩关节
的外展角度，并通过展翅的动
作锻炼肩关节的外展肌群。
而其中抬腿的动作，则能锻炼
到大腿前侧肌群。

元气爆发可锻炼髋膝

动作要领：在前 4 个拍子
当中，下肢进行如扭秧歌般的

错步走，同时两臂顺势向身体
的两侧伸直摆动。在后4个拍
子当中，下肢转变活动模式，
开始进行髋膝联动。先将左
脚往左前方迈出一步，同时左
手叉腰、右手往上伸直“挥

手”。随后右脚往
右前方迈一步，同
时右手叉腰、左手
往上伸直“挥手”。

养生功效：有
助于改善肩关节的
上举角度，并通过
挥手动作来锻炼肩
袖肌群。而后半部
分的髋膝联动则能

锻炼到髋膝部的核心肌群。

猴子捞月能活动肩关节

动作要领：两脚开立，使
右脚在前左脚在后，配合两臂
屈肘于胸前，两前臂于体前向
内进行来回环转，同时小幅度
扭动腰部。搭配回
环展臂的动作，随
后小幅度屈膝及俯
身伸髋，轻柔地往
后退步，完成“水中
捞月”的样子。

养生功效：“猴
子捞月”的舞步有助
于改善肩关节的活

动度，并可锻炼平衡感。

蛮熊蹒跚可健脾祛湿

动作要领：双手从下腹部
丹田上提，依次经过胸廓和头
顶，左右手紧握，一前一后做
打拳状，并两手互换，同时双
脚做调步动作，反复四次。

养生功效：此动作模仿藏
于静谧丛林中的熊，有很好的
健脾祛湿效果。

黑熊伸腰能疏肝理气

动作要领：双手握拳在胸
前交叉打圈，与此同时，身体
依次向左后方、正后方、右后
方仰靠，然后击掌。

养生功效：此动作模仿出
没于茂林中的黑熊。有疏肝
理气、宁心安神的功效。（暨南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运动医学
中心主任 郑小飞 长春中医
药大学副教授 金阿宁）

加几个小动作，广场舞更健康 三伏天最该防“寒”
很多人以为伏天里要

一心防暑，但事实正好相
反，千万不要小看夏天的
寒邪，此时防寒甚至比防
暑还重要。许多人在三伏
天常做的洗冷水澡、趟凉
水、吹空调、喝冷饮、吃凉
菜、吃冰镇水果等，都是导
致寒气入体的根源。

专家建议，在三伏天
里可以多喝点姜茶来散寒
发汗，适当吃点羊肉强身
健体，用温水泡脚让湿气
随着汗水散发出去。

另外，体内有寒湿的
人还可自制一个艾叶垫，
经 常 坐 一 坐 ，能 散 寒 止
痛。具体做法是：用艾叶
500 克，晒干，揉碎，用纱
布包制成坐垫。（摘编自

《中国妇女报》）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天约有1亿多人为跳舞而占据广场和
公园。跳舞虽健身，但跳过头也会伤身，尤其有些动作对肌肉、韧
带、关节等存在不同程度的伤害。

通过研究发现，养生操和功法中有不少动作可融入到广场舞
中，不仅会令舞姿优美，还会增加不少养生功效，在日常编舞中建
议多加入这些动作。

前不久，菲律宾前第一夫
人伊梅尔达·马科斯举办90岁
寿宴，然而260多名赴宴宾客
因食物中毒被送往医院。

夏季是食物中毒的高发
期，专家提醒，食物中毒最易
发生在家中。

冰箱囤菜很不健康 很多
老人有囤菜习惯。湖北武汉
60 岁的李胥美平时喜欢将大
包小包食材全塞进冰箱。前
不久，孙子在吃了从冰箱拿出
来的蛋糕后突发上吐下泻。

武汉市东湖医院健康管理

中心主任魏超介绍，不少人图
省事，直接把带血水的生肉和
鱼放到冰箱里，冰箱因密闭湿
度大，为细菌的滋生繁衍创造
了条件。一旦吃了被细菌污染
的食物，细菌会侵入胃肠引发

“冰箱性肠胃炎”。特别是重复
利用的塑料袋本身就不干净，
很容易造成食品污染。

这些行为易引发食物中
毒 比起黑心餐馆和路边摊，家
中更是食物中毒的高发地。

比如，有人会先切生肉再
切蔬菜，然后做凉拌沙拉。国

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朱
江辉博士提醒，切菜时最好做
到生熟分开，使用同一块砧板
时，应该先处理蔬菜，再处理
生肉，否则做凉拌菜时很可能
会遗留生肉的细菌等。

再比如，中午炒的菜剩下
了，打算下午热一下吃，却嫌
麻烦没放冰箱。上海市食品
安全联合会会长顾振华提醒，
已加热的食品应避免在危险
温度中暴露超过 2小时，重复
加热也不要超过1次。（摘编自

《生活日报》《长江日报》）

食物中毒最易发生在家中

女星杨幂日前在微博晒
出食谱——午餐只吃 7 颗水
饺，晚餐只吃沙拉。一些明星
总在微博晒食谱，在专家看
来，这些标榜健康营养的食谱
其实并不健康。

明星饮食或许并不健康
杨幂的食谱对热量严格进行
控制，她的午餐只吃7颗水饺，
晚餐则吃有马铃薯、牛油果、
玉米、生菜等配成的沙拉。而
此前，林心如也晒出过午餐食
谱，盘子里仅有几颗西兰花和
一点鸡胸肉，分量非常少。

牛油果在各路明星的食

谱中几乎都有，华中科技大学
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蔡
红琳说，明星爱吃牛油果，或
许是相信其能降低胆固醇、减
肥。其实，牛油果中的脂肪含
量甚至超过普通猪肉，一颗的
热量相当于三小碗米饭。

不吃米饭的行为不能模
仿 很多明星都公开透露，自
己不吃或很少吃米饭、主食。
知名舞蹈家杨丽萍曾曝光过
自己从来不吃米饭，每天只喝
点鸡汤，吃几片牛肉和几个小
苹果。浙医二院营养科主任
张片红说，不吃主食会造成低
血糖甚至影响脏器功能。哪
怕要减肥，一天也应吃至少
200 克主食。其实，有些主食
虽富含淀粉，但也能帮助减
肥，如糙米、山药、莲藕、玉米、
绿豆、芋头等。（摘编自《北京
青年报》《华西都市报》）

明星食谱或伤身，不推荐模仿

空腹吃香蕉易导致心脏骤
停、癌症患者不能吃水果……
近期，在朋友圈有几条非常火
的帖子，动辄转发数百万。然
而，医生们在看过这些帖子后
赶紧澄清：都是谣言！

空腹吃香蕉易心脏骤停？
言过其实 传言说，空腹吃香蕉
会增加心脏负担，易导致心肌
梗死，甚至引起心脏骤停。这
是因为香蕉中钾含量丰富，摄

入过多会出现高钾血症，从而
导致心搏骤停。对此，首都保健
营养美食学会理事钱多多说，真
要因吃香蕉吃出高钾血症来，大
概得一次吃几公斤。另外，如果
想吃香蕉就吃，不要纠结是否空
腹，只要别过多即可。

癌症患者不能吃水果？
谬论 有文章称：癌细胞喜欢
糖，所以癌症患者不能吃高糖
水果，这样说不定还能饿死癌

细胞。对此，河南省肿瘤医院
中西医结合肿瘤科一病区主
任高启龙说，癌细胞比正常细
胞对葡萄糖的需求量更大，会
与正常细胞争夺营养。这和

“癌细胞偏爱甜食”的说法完
全不同，两者毫不相干。另
外，日常饮食限糖指的是蔗
糖、红糖蜂蜜等“添加糖”，并
不包括吃水果摄入的糖。（摘
编自《科技日报》《大河报》）

癌症患者不能吃水果？谣言

肥胖者易年老体弱
来自伦敦大学学院的

研究人员对6223名年龄在
69岁以上的人进行了分析，
以确定他们年老时身体虚
弱的风险。

其实，早在20年前，科
学家就对这些人做了详细
的调查，当时这些参与者的
年龄在 45 岁至 55 岁之间。
对比结果显示，50多岁的肥
胖人群中，近 8%的人在年
老时身体虚弱，而50多岁时
体重健康的人，年老时身体
衰弱的比例只有2.7%。

如果缺乏运动，年老后
衰弱的风险是其他人的两
倍。习惯久坐不动的人群
中，6.2%的人在以后的生活
中出现了身体虚弱。（摘编
自《北京晨报》）

爱吃糖
会导致皮肤变差

最近，控糖、抗糖化成为
抗衰的热点话题。研究发
现，多余的糖分会造成血液
含糖量增加，促进糖化反
应。糖化反应主要是指血液
中的糖附着在胶原蛋白上，
使胶原蛋白结构发生改变，
生成了糖基化终产物，使胶
原蛋白变得更加脆弱，失去
原有的弹性，导致皮肤变差。

需注意的是，并不是不
吃糖就万事大吉，在动物食
品等脂肪含量高的食品中，
往往含有大量的糖基化终
产物，尤其是用烧烤、油炸、
干煸等方法烹饪的食物。
（河南省人民医院营养科营
养师 王雯）

头昏脑涨
喝芦笋冬瓜汤

经常出现头昏脑涨的
人，可以喝点芦笋冬瓜汤。

材料：白芦笋300克，
鲜牛奶 500 毫升，冬瓜 30
克，盐、味精、淀粉、香油、
鸡汤各适量。

具体做法：将白芦笋
洗净、切段，焯水后捞出备
用。冬瓜去皮、瓤，洗净后
切厚块备用。锅中放入鸡
汤、白芦笋、冬瓜，煮沸后
加盐、味精再煮5分钟，加
入鲜牛奶继续煮。沸腾后
再煮两分钟，用淀粉勾芡，
放入香油即可。

功效：这碗汤对水肿、
腹水、脚气、足肿、喘咳、血
压高、头昏脑涨者非常有
效。要提醒的是，脾胃虚
弱 、阴 虚 消 瘦 者 不 宜 服
用。（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
检中心医师 万福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