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喝“千滚水”会中毒？喝荷叶茶能快速减
肥？生吃鱼胆能清肝明目？错误的“养生”建
议不仅无益，还会对健康产生危害。中国食品
科学技术学会近日发布了2019年食品安全与
健康流言榜，十个平时容易“中招”的流言被一
一击破。（摘编自《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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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膝酸痛
喝首乌杜仲茶

杜仲具有很好的补肝
肾作用。在日常生活中，
可以用杜仲切片泡茶、泡
酒或者加入食物中作为辅
料发挥保健作用。在这给
大家推荐两道食疗。

首乌杜仲茶：取制首
乌6克，杜仲9克，补骨脂6
克。用水煎取汁，代茶饮
用。每日 1 剂，早晚分服，
能调理肝肾亏虚所致头晕
目眩、头发早白、精神疲
惫、腿膝酸软乏力等症。

杜仲猪腰汤：取猪腰1
个，杜仲 30 克。将原料放
入炖锅内加水，煲汤食服。
该汤适合肾阳虚人群，常见
表现有腰膝酸痛、畏寒肢
冷、头目眩晕、小便频多
等。（广州中医医院同德围
分院药房中药师 卢伟明）

流言 1 喝“千滚水”会造
成亚硝酸盐中毒。

科学真相：反复煮沸的饮
用水中亚硝酸盐含量会有所
增加，但在人体正常饮水量
下，不会引起亚硝酸盐中毒。

流言 2 服用维生素 C 补
充剂能预防流感。

科学真相：维生素C广泛
存在于新鲜蔬果中，有实验发
现其具有缓解感冒症状的作
用，但临床疗效尚未能肯定，
其可预防流感没有科学依据。

流言 3 食物清洗变色是
添加了人工色素。

科学真相：在日常生活中
看到食物变色、褪色的现象基
本都是天然色素不稳定或溶解
造成的。食物中的很多色素属

于水溶性色素，遇水溶解会“掉
色”，比如紫薯、桑葚、黑米等。

流 言 4 吃 西 瓜 感 染
H7N9病毒。

科学真相：H7N9是禽流
感的一种亚型，主要经呼吸道
传播，也可通过接触感染的禽
类分泌物或排泄物，或直接接
触病毒感染。目前没看到经食
用西瓜等水果而感染的实例。

流言 5 喝荷叶茶可快速
减肥。

科学真相：相关研究尚停
留在动物实验层面，尚未有严
密、科学的人体实验证据，其对
不同人群的安全性也有待验
证。任何快速的减肥方法，哪
怕是加强锻炼以增加能量消耗
的方式，也会造成机体伤害、代
谢紊乱，严重者会导致酮症酸
中毒。每周体重降低0.5~1千
克才是安全的减肥速度。

流言 6 最聪明的孩子都
吃素。

科学真相：尚无科学证据

表明“膳食结构与智力发育之
间有关联”。如无营养专业人
员指导，简单从儿童餐单上去
除所有动物性食品，极易引起
营养不良而妨碍学习能力。

流言 7 生吃鱼胆能清肝
明目和消火。

科学真相：生吃鱼胆治病
无依据，滥用引发中毒的案例
时有发生。据中医医书《证治
准绳》记载，鱼胆有清热解毒、
清肝明目、止痛的功效，可治目
赤肿痛。但关键的一点是它的
治疗量和中毒量很相近，用药
稍有不当就会使人中毒，一般
一条250克重的草鱼的鱼胆就
能使人中毒，一条2500克以上
的鱼的鱼胆就能致人死亡。

流言8 奶、蛋与肉类是最
有效率的健康杀手。

科学真相：任何食物过量
食用都可能带来不利影响。
奶类含有丰富的钙，肉类含有
血红素铁，肉蛋奶均可提供丰
富的优质蛋白和多种维生素，
按膳食指南建议适量食用有

利于保障充足营养状态。

流言 9 喝蒲公英茶可以
祛肝毒治肝炎。

科学真相：研究发现蒲公
英全草具有一定的保肝作用，
但即使治疗湿热黄疸，也是配
伍其他中药服用。单纯靠蒲
公英茶治疗肝炎，很难达到期
望的疗效。

流言10 只吃蔬菜水果可
以减肥。

科学真相：长期以蔬果为
膳食主体，谷物、豆类、肉蛋奶
等食物过少，极易造成蛋白
质、必需脂肪酸和部分微量营
养素摄入不足，导致营养不
良，肌肉流失，代谢率下降，长
期来说不利于维持好身材。

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
经验继承指导老师阮少南今年
已88岁，如今仍在出诊。阮少
南从小就接受了养生知识的
熏陶，“站如松，坐如钟，行如
风，卧如弓，烟酒不碰，这是我
家的第一堂养生课”。

阮少南年轻时最喜欢吃
鳝丝，用菜油和麻油一起烧，
但在40多岁时，他突然心绞痛
发作，这时候才发现冠状动脉

堵塞，知道是高胆固醇食物吃
太多了。从此以后，他一直坚
持低油盐饮食。阮少南没有进
补习惯，“有些病患冬季吃点人
参补气，是好的，但人参是大
补，我怕自己气血不平。我认
为，普通饮食即是补”。阮少南
说，身体指标是不会骗人的，这
些年他的体检项目中血压一直
很稳定，“上面130，下面80，完
全是年轻人的指标”。

阮少南行动利索，每天锻
炼一个小时。冬天，他就戴着
帽子和围巾在家旁边运动，先
慢步走半个小时，然后做养生
操。他建议，平时多按摩头
皮，用手指先按头部中间位
置，由前到后，再按摩两侧，最
后是前额位置。“坚持头皮按
摩，可激活大脑血液循环，增
加大脑的血液供应”。（摘编自

《杭州日报》）

当下已进入一年中最寒冷
的时段，大家应做好防寒保暖工
作，呵护好最怕冷的4个部位。

头不戴帽，体热散得快
头部和整个身体的热平衡有
密切关系，如果只是穿得暖而
不戴帽子，体热会从头部散
去。冬天在室外戴顶帽子，即
使是一顶单薄的帽子，其防寒
效果也非常明显。

后背怕冷，提振阳气 很
多老年人总觉得后背发凉，可
在睡前请家人帮忙艾灸大椎
穴 10 分钟。取穴时，正坐低
头，该穴位于人体的颈部下
端，第七颈椎棘突下凹陷处。

脂肪越多的人，臀部越冷
臀部是人体脂肪最多的部位，
但是此处的脂肪多数会蓄积
起来不易燃烧，因此臀部温度

平均要比体温低3℃。脂肪越
多的人，越容易感觉发冷。外
出时，可将暖宝宝贴放在裤子
后边的口袋，保暖臀部，促进
血液循环。

中药泡脚驱寒冷 很多人
总感觉双脚冰凉，可用当归、
红花、鸡血藤等中药材煮成
水，倒入温水中泡脚使用。（摘
编自《新民晚报》《佛山日报》）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进口
食物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它
们真比国产的营养高吗？

以大米为例，许多来自泰
国、越南等国的进口米受到追
捧。其实，只要是大米，不管
产自哪里，基本上营养的含量

是近似的。大米里头主要
是碳水化合物，也有一部分
蛋白，但是它所含有的蛋白
为植物性蛋白，与肉、蛋的

蛋白不同。大米的主要作用
是提供给人体最基础的能量，
营养差别并不大。

再说说牛奶。大家在买
进口牛奶时或许会发现，它们
的保质期一般都很长。有专
家表示，牛奶中最具功能性的

是氨基酸、活性蛋白，越临近
保质期，有益成分越少。过了
四个月的常温奶，其物理性质
或发生变化，且口感不如从
前；保质期达到一年的，营养
价值或大打折扣。有奶业专
家表示，进口牛奶的保质期较
长，这也意味着当初杀菌时温
度更高或时间延长，流失的营
养也更多。（摘编自《扬子晚报》

《信息时报》）

八旬老中医血压指标堪比年轻人

4个部位最需要防寒保暖

进口大米牛奶营养未必高

百岁寿星
最爱游山玩水

“善良待人百载，辛劳
做事一生。”浙江乐清百岁
老人王忠象家门口贴了这
样一副对联，这是他百岁
生活的真实写照。

王忠象生活自理、视
力很好，穿针都还能看得
清，平时，洗澡、穿衣等事
情都不麻烦家人。前不久
做的体检结果显示，血压、
血脂都很正常，除了冬天
会有哮喘复发等小毛病，
平时很少吃药，“长寿经就
是勤劳做事、善良待人，脾
气好，没有烦恼，吃得清
淡，吃饭七分饱”。

王忠象很勤劳，96 岁
还在下地干活，种的东西
分给亲戚朋友，让他很有
成就感。直到一次跌伤
造成大腿骨折，家人严令
后，他才没再种东西。但
两个月后脚可以下地了，
他 又 闲 不 住 ，到 处 找 事
做。有一次，他还趁着家
人不备，悄悄爬到楼顶清
理水塔。

在饮食方面，王忠象
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

“从来没饿过，也没饱过”。
王忠象平时吃得很淡，量吃
得较少，也就俗话说的“吃
饭七分饱”。王忠象不忌
口，爱吃糕点、粽子、松糕
和糖面等甜食，爱吃海鲜
爱吃肉，酷爱吃猪蹄。王忠
象还喜欢游山玩水，北京、
上海、杭州、宁波等地都去
过。（摘编自《乐清日报》）

银耳煲芡实
补养肺肾

对于很多身体健康的
人来说，如果吃红参、羊肉等
来进补，恐怕容易上火，来点
白木耳滋养一下更为合适。

银耳煲芡实：取干银
耳 20 克，干莲子 20 克，干
芡实 20 克，干淮山 20 克，
鸡蛋1只。将银耳、莲子泡
发、洗净，与芡实、山药同
入砂锅用大火煮沸，再用
文火煎 60 分钟左右，以银
耳、莲子熟烂为度；随后将
鸡蛋搅匀倒入汤内，加少量
白糖或食盐即可食用。此
汤能补养肺肾，适合夜尿频
多的人群。

银耳煲鸡：取干银耳20
克，乌鸡半只，枸杞一小把，
大枣3枚。将银耳泡发洗净，
乌鸡洗净切块，与枸杞、红枣
一起放入锅中，加入适量清
水，大火煮开，再改用文火煮
1个小时，加入适量食盐调味
即可食用。此汤能滋补脾
肺，适合伴有心悸、自汗、失
眠多梦等症状的人群食用。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副主任中医师 郑艳华）

胃气不和
喝竹荪肉丸汤

胃气不和的人可以喝
点竹荪肉丸汤。取鸡肉丸
300 克，枸杞子 3 克，高汤
600 克，盐、白胡椒粉各 3
克，竹荪、胡萝卜、香菜各
适量。将鸡肉丸洗净，用
盐、白胡椒粉抹匀，竹荪、
枸杞子泡发洗净，胡萝卜
去皮洗净切片，香菜洗净
备用。把高汤倒入锅中煮
沸，放入鸡肉丸煮至变色，
加入竹荪、胡萝卜、枸杞
子，煮熟后撒上香菜即可。

竹荪含菌糖、膳食纤
维，对高血压、神经衰弱、
肠胃疾病患者有益。本食
疗方能健脾开胃、消食化
积，适合胃气不和型失眠
者。（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
检中心医师 李晓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