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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螃蟹不宜配浓茶

秋蟹肥美，营养价值
高，但吃法不当，也会损害
人体健康。

吃 螃 蟹 时 不 宜 配 浓
茶。浓茶含有较多鞣酸，
消化功能较弱或胃肠道较
敏感的人不宜同吃，以免
引起胃肠不适。

螃蟹不可与梨同吃。
梨为凉性食物，与寒性的螃
蟹同食，对消化功能正常的
人来说可能问题不大，但脾
胃虚寒、消化不良者这样吃
会损伤脾胃，引起胃肠不
适，尤其要注意。另外，螃
蟹也不要与牛羊肉一同
吃。这几种肉都是高蛋白
的食物，同食加重胃肠道的
负担，对老人小孩及胃肠功
能较弱者不适合。

要提醒的是，螃蟹的
蟹黄胆固醇含量较高，多
食会导致胆固醇升高，因
此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
化及冠心病、脑血管疾病
患者不宜多吃螃蟹。（摘编
自《新快报》）

喝补虚润肠汤调理便秘

杨志敏提醒，老年人便秘
不要总用番泻叶等，可以喝点
补虚润肠汤来调理。

具体做法是：取猪瘦肉
250克，肉苁蓉30克，当归25
克，枸杞子 15 克，食盐适量。
将材料洗净，锅内加入适量清
水煮沸，放入所有材料，慢火
炖煮1.5小时，调味即可。

肉苁蓉素有“沙漠人参”
之美誉，有补肾阳、益精血、润
肠道的功效。当归能补血和
血，润燥滑肠。枸杞子滋肾润
肺补肝。本汤膳特别适合肝
肾亏虚、精血不足的人群，是
肾虚、血虚便秘人群的极佳选
择。不过，舌苔厚腻的不宜食
用此汤。

经常失眠，熬桂圆粥喝

老年人经常失眠，会严重

影响生活和健康，此时建议熬
点桂圆粥喝。

取红枣 3 个（去核），桂圆
15克，小米100克。将小米浸
泡半小时，红枣切丝，桂圆一
分为二备用。向锅内加入适
量清水煮沸，纳入小米煮成
粥，再加入红枣及桂圆煮20分
钟，调味即可。

红枣补中益气、养血安
神；桂圆益气补血、安神定志；
小米养护脾胃，补中益气。各
物共成粥品，特别适合气血亏
虚、脾胃虚弱的人群。喜欢荤
食之人可以加入肉碎或鸡肉
粒，增加食物的美味。

健忘人群吃点五子仁麦片

不少人年纪大了，难免出
现健忘的情况。为了延缓记忆
力衰退，可以常吃点五子仁麦
片。取瓜子仁、松子、杏仁、核桃
肉、枸杞各10克，麦片适量。将
枸杞与适量麦片（根据食用人数
添加）放入盛有开水的锅中，煮
5~10分钟，再将瓜子仁、松子、
杏仁、核桃肉一起放入麦片粥
中搅拌后即可食用。或者先将
瓜子仁、松子、杏仁、核桃肉一
起放入搅拌机中打碎待用，再
将枸杞及麦片（根据食用人数
添加）一起煮粥，煮5~10分钟，
后将打碎的粉加入麦片粥中搅
拌后即可食用。

各物合用，不仅能延缓记
忆力衰退，还能有助降低血脂，
故本品特别适合体虚、便秘而
血脂偏高的老年人群。不过，
有腹泻的人群不宜食用。

夜尿频多，常吃盐焗猪腰

不少老人经常要起夜，弄
得晚上睡不踏实，白天没精
神，严重影响正常生活。被这
个问题困扰的老人可以常吃
盐焗猪腰。

取猪腰 2~3 个，洋葱半
个，红椒1只，生姜33克，肉桂
末 3 克。将猪腰切片，洋葱切
粒，红椒去籽切粒，生姜去皮
切粒。烧锅下油，放入姜粒、
洋葱粒、红椒粒爆香，再放入
猪腰片，用大火爆炒至八成
熟，调入盐、味精、胡椒粉、麻
油及肉桂炒至熟透，倒入锡纸
上包好。另烧干锅，倒入精
盐，用中火炒至盐热，倒入用
锡纸包好的猪腰上焗10分钟
即可。假如不用盐焗，直接炒
熟也可以。本品适合腰部酸
冷、肾虚引起夜尿频多、四肢
无力等症状人群食用。

自我按摩
缓解神经衰弱

不少老人有神经衰弱
的症状，经常出现头昏、失
眠、多梦等不适，自我按摩
能缓解这些不适，还能舒
筋活血、通利关节、减轻肢
体疼痛。

按头：每晚临睡前半
小时先搓热双掌，然后将
双手掌贴于面颊，两手中
指起于迎香穴（在鼻翼外
缘中点旁，当鼻唇沟中），
向上推至发际，经攒竹穴
（眉毛内侧边缘凹陷处）等
穴位，然后两手分开向两
侧至额角而下，食指经耳
门返回起点，如此反复按
摩30~40次。

搓胸：取盘膝坐位，用
右手平贴右肋部，向左上
方搓至左肩部，共30次；然
后左手平贴，自左肋部搓
至右肩部，共30次。

揉腹：取盘膝坐位，用
一手掌叠于另一手掌上，
按于腹部，以脐为中心，先
顺时针方向揉腹 30次，再
逆时针方向揉腹30次。

抹腰：取盘膝坐位，两
手叉腰（四指向后）沿脊柱
旁自上而下抹至臀部，共
30次，如发现有压痛点，可
用手指按压20~30秒钟。

揉膝：取坐位，用两手
按于两膝膑骨上，由外向
内揉动 30次，然后再由内
向外揉动30次。

搓脚掌：取坐位，用左
手握左踝关节，右手来回
搓左脚掌（足底前半部）30
次，然后右手握右踝关节，
左手搓右脚掌30次。（中国
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总医院
神经内科主任 牛俊英）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
零。10月8日是寒露节气，秋
意渐浓。寒露过后要注重收
藏精气，提高抗病能力。

每天泡脚补肾气 过了寒
露，有些人会出现乏力、手脚冰
凉等症状，这是肾气不足的表
现。补养肾气，坚持每晚用温
水泡脚是最好的方法，时间控
制在15到30分钟，泡到身体微
微发热。在泡脚的同时把耳朵
和腰部搓热效果也很好。

练“弹指功”提阳气 寒露
之后还可以开练“弹指功”，可
以改善怕冷、手足冰凉的症

状。闲下来的时候，用拇指扣
住中指用力弹出去，次数越多
越好，有空就弹弹。中指的指
尖是心包经的起点，而心包经
是心脏的保护墙，寒露之后，
人体的气血开始流注心包经，
所以常弹中指，能够促进气血
循环，提高人体的御寒能力。

多吃三种根菜 寒露过
后，可以多吃根类蔬菜，如萝
卜、红薯、莲藕等。

萝卜中所含的钙有 98%
在萝卜皮内，所以萝卜最好带
皮吃。

红薯应该做主食。与大

米白面相比，吃红薯血糖上升
速度慢，饱腹作用强，能帮助
预防肥胖和糖尿病。

莲藕“补弱”效果好，生
吃、煮熟皆可。买莲藕要挑选
外皮呈黄褐色、肉肥厚而白
的。（摘编自《北京青年报》《成
都晚报》）

国庆假期已结束，不少外
出旅游或回老家的朋友总喜
欢带上一些“土特产”。除了
常见的土鸡蛋、土蜂蜜外，还
有不少人选择土榨花生油、野
生鱼虾等，认为其“纯天然，无
污染”。真是这样吗？

土榨花生油可能含致癌
物 人们总觉得土榨花生油比
超市里买的油更香，但其实它
并不健康。华南农业大学食

品学院教授赵力超说，没有经
过专业榨油工序的产品，虽然
保持了油脂特有的风味，但可
能有微生物、农药残留等。另
外，土榨花生油一般会经过高
温处理，过程中会形成致癌物
苯并芘。同时，没有精炼的油
性质不稳定，易酸败。

野生鱼更易受污染 人们
还觉得野生鱼虾等新鲜无污
染、更有营养价值。对此，西

南大学渔业资源环境研究中
心主任姚维志表示，在欧美，
野生鱼类往往不被作为食品
推荐，因为它更容易存在重金
属污染等风险。不管是养殖
的鱼还是野生鱼，在烹调前，
最好将鱼头用清水浸泡半小
时或煎烤一下，这样可减少一
部分脂肪，而脂肪最容易藏匿
重金属和农药残留。（摘编自

《信息时报》《科技日报》）

浙江省卫健
委日前发布统计信息，出生于
1907年7月的姜碎凤是目前该
省最年长者。尽管沧桑岁月在
姜碎凤脸上留下了深深的皱
纹，但她的精神状态很不错
——身体硬朗、口齿清楚、行走
自如、生活自理，一点都不像
112岁的老人。

与常人不同，姜碎凤的生

活习惯十分“特别”：她不喜欢吃
蔬菜水果，喜欢喝点小酒。她从
不喝热水，更爱吃生冷食物。谈
到长寿秘诀，姜碎凤认为关键在
于“动”，而不在于“养”，“闲着宅
着，就容易生病”。

虽然年岁已高，姜碎凤依
然喜欢自己找事情做，平时烧
饭、做菜、洗衣都不用人帮
忙。做完家务，她就去菜园收

拾瓜果蔬菜，然后再去找邻居
聊聊天。 姜碎凤说，年轻时积
累下的中草药知识让她受益
匪浅。平时，她喜欢到处采草
药，根据身体情况喝些药汤来
调理。夏季炎热时，姜碎凤还
会自制凉茶供家人饮用。有
时，邻居过来讨一些草药，姜
碎凤也欣然相送。（摘编自《温
州日报》）

美味药膳
轻松解决健康困扰

便秘、失眠、健忘、夜尿频多……
这些疑难问题困扰着众多中老年
人。日前，在一场养生讲座上，全国首
席科普专家、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杨
志敏针对上述健康问题，详细分享了
应对方法。（摘编自《广州日报》）

寒露时节着重调养精气

有些土特产并非纯天然

浙江第一寿星：长寿关键在于动养生
我在行

薏米猪腰汤
减肥美容

给爱美人士推荐一款
有助减肥美容的汤品——
薏米猪腰汤。

取猪腰一个，薏米150
克，香菇、黄芪、葱、盐适
量。将薏米洗净，用水浸
泡一晚；香菇洗净、泡发后
去蒂，泡香菇水备用；葱洗
净，切成葱花备用。把猪腰
洗净去除白膜，先切花再切
片，放入沸水中焯一下，捞
出备用。将薏米、香菇放入
锅中，加入香菇水和清水，
煮烂后加入黄芪煮至米入
味，最后加入猪腰及盐调
味，撒上葱花即可。

猪腰搭配薏米能使皮
肤变得细腻、光滑，达到利
水除湿、减肥美容的功效，
非常适合湿气重、虚胖的
人。（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
检中心医师 王艺可）

别用金属锅煲汤

煲汤最好用砂锅。长
期用金属锅煲汤容易溶出
金属离子，不利于健康。
比如长期用铝锅煲汤、煮
饭容易溶出铝离子，增加
患老年痴呆的风险。

很多人认为不锈钢锅
相对安全，但实验发现，不
锈钢锅和精制铝锅的铅溶
出量相当，可使汤中的铅
浓度达到煮前的 2~3 倍。
另外，不锈钢锅制作过程
中加入的铬、镍等金属元
素也会微量溶出，何况铅、
铬、镍都是重金属。由此
可见，长期用不锈钢锅煲
汤并不安全。不锈钢锅尚
且如此，铁锅、铜锅、铝锅
金属元素的溶出量远超不
锈钢锅，最多高达 10 倍。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
营养工程学院博士 郝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