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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款食疗方
缓解咽炎脱发

这些食疗谎言骗了大众多年
营养师谷传玲日前在某知名科普平台发文称，
老
年人坚信的
“南瓜降糖”
一说，
是一个骗了大众几十年的
谎言。其实，
在民间，
还有很多类似的传播广泛的食疗
谎言，
它们有的是被人误读，
有的不但没有科学依据，
还
会伤及健康。
（摘编自《西宁晚报》
《科技日报》
）
“南瓜降血糖”
是误传
在谷传玲看来，吃南瓜降
血糖，是对“南瓜多糖降低血
糖 ”研 究 的 误 读 。 有 研 究 认
为，南瓜里有南瓜多糖，其有
降低血糖的作用，所以有人就
认为吃南瓜能降血糖。实际
上，实验是在大鼠、小鼠身上
进行，对老鼠有效不等于对人
有效。此外，研究中用的是提
纯后的南瓜多糖，并不是让大
鼠小鼠直接吃南瓜。
其实，被大众忽略的是，
南瓜里不仅有可能降低血糖的
南瓜多糖，还有明确能升高血
糖的糖和淀粉。武汉大学中南
医院内分泌科教授徐焱成曾对
数十位糖尿病患者做过实验，
结果发现他们吃南瓜后（不吃
其它东西），
血糖要比吃南瓜前
增加 1—2毫摩尔每升。
吃鱼头补脑？或会加重身体负担
在家中，很多老年人总会
劝晚辈多吃鱼头，他们认为吃

鱼头能补脑。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营
养科主任高键表示，动物脑是
动物体内胆固醇含量最高的地
方，
不但起不到补脑的作用，
可
能还会造成身体的负担。跟大
脑有关的食物种类很多，钙、
铁、
锌、
氨基酸都是大脑保健的
营养剂。靠谱的健脑食物有红
肉、
坚果等。适当吃一些红肉，
可以补充血红素铁，有助于减
少贫血，为大脑提供足够的氧
气和养料。坚果中含有不饱和
脂肪酸、维生素、矿物质，对大
脑健康很有裨益。
补脑不仅仅跟饮食有关，
睡眠的影响可能更大。对学
龄前儿童来说，一天最好睡够
8 小时，
成年人则要保证每天 7

质能够促进人体分泌 5-羟色
胺与褪黑激素。但从现实情
吃葡萄干补血？得不偿失
况来看，从一杯牛奶中获得的
葡萄干是很多人喜爱的一 L-色氨酸基本上可以忽略不
种零食，
很多人认为，
吃葡萄干 计，
因此也无法产生足够的 5能补铁补血，
令人气色红润。
羟色胺和褪黑激素让我们睡
对此，美国普度大学生物 得更香。如果日常饮食均衡，
与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表示， 一般不会存在 L-色氨酸缺乏
葡萄干含糖量高，为了补铁摄 的情况，没必要专门通过喝牛
入过多的糖，
对健康是不利的， 奶补充 L-色氨酸。
以 100 克葡萄干为例，其中的
那为什么存在“睡前喝牛
这一说法？李韵
碳水化合物就超过 80 克，
含糖 奶有助于睡眠”
量极高。而且葡萄干中的铁是 说，
这是因为喝牛奶容易产生饱
吃饱后比较容易犯困。
非血红素铁，摄入后易受其他 腹感，
食物影响，不易被人体吸收。
吃盐少没力气？过时了
相较而言，动物性食物中的血
红素铁含量较高，吸收率比较
生活中，很多老人认为，
高。尤其是动物肝脏和动物 吃盐少了会没力气。然而，医
血，每天吃几十克就能满足身 学研究发现，高盐饮食与高血
体对铁的需求。
压等心脑血管疾病关系密切。
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
中心科学技术部主任阮光锋表 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牟建军
示，
若真要补铁，
吃一块瘦肉都 说，平时劝告患者控盐时，听
比一把葡萄干要好。
到最多的反驳是“人不吃盐，
没有力气”。其实，这样的观
喝牛奶助眠？效果微乎其微
点早就过时了。过去人们从
不少人有睡前喝牛奶的 事大量农耕劳作，需要吃盐长
习惯，大家都认为睡前喝牛奶 力气，但现代社会生产生活方
有助于睡眠。
式已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城
汕头大学睡眠医学中心 市居民很少再从事高强度的
主任李韵表示，有研究显示， 劳动，盐吃多了，反而会引发
牛奶中含有 L-色氨酸，
这种物 心脑血管疾病、
肾脏疾病等。
小时的睡眠。

胸外科医师养肺有一套

健康的首要任务是养骨
我们常听人说：瞧谁谁谁，年龄那 通家庭。以预防的观点进行干预十分
么大了，身子骨还那么硬朗，真是福气 必要。世界卫生组织因此提出：
如果在
……在日常生活中，
“身子骨”
的质量，
已 预防上多投入 1 元，治疗费就可减支
经成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评论标准。它 8.5 元，
并省下 100 元的抢救费。
意味着什么？健硕、
硬朗、
灵活……
人们只有在生病时，
看到高昂的治
“身子骨”
不是简单的修辞，
其实是 疗费和医药费清单才后悔莫及，
在日常
告诉大家人体生理的秘密：身体的健 生活中，
我们多少次忽视了身体给我们
康，落点在一个“骨”字，防病祛病最关 发出的警示呢？大多数疾病都与我们的
键的切入点在于
“养骨”
。
骨骼有关，
骨骼的好坏强弱是因，
疾病是
想把骨养好，
有个重要的工作要做 果。如果您有骨质疏松、易骨折、腿抽
健康的首要任务是养骨，
因为骨骼养好 筋、
膝关节问题（膝关节疼痛、
弹响、
僵硬
腰椎和颈椎问题，
说明骨
了，
身体健康了，
才能百病莫侵。这一点 或屈伸不利）、
在生活中也有很大的共识，
补钙这种全 骼已经在向我们发出健康警告，
身体往
民运动即为明证。但铺天盖地的补钙广 往已陷入亚健康或是慢性病的困扰中。
告又让我们误以为，
养骨就是补钙，
补钙
骨骼是身体支柱，
只有骨骼健康我
们才能自由活动。国内相关实验显示，
即可养好骨。这绝对是大错特错！
其实，
补钙只是养骨中的一小部分， 与对照组比，摄入低剂量的骨胶原，就
摄入中等
想把骨养好，
还有个重要的工作要做，
那 有明显的增加骨强度的效果；
就是补充复合骨胶原。研究发现，
骨的营 剂量的骨胶原，
有显著的增加骨密度的
养物质主要以复合骨胶原为主的有机质 效果。相关研究还指出，复合骨胶原
和钙、
镁、
磷等无机质构成，
如果骨骼组织 （Ⅱ型胶原蛋白）还可与其他成分（如透
中的复合骨胶原含量减少，
会造成骨骼疼 明质酸）按一定比例结合，构建成软骨
痛、
僵硬、
骨质疏松等退行性改变。
支架，
为软骨缺损的修复奠定了基础。
补充复合骨胶原认准Ⅱ型胶原蛋
而且，
就算是补钙，
也不是吃钙片、
喝牛奶这么简单。如果钙不能沉积入 白 武汉和格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和
拥有国家
骨，
那么补再多也是白费功夫。因为钙 格牌骨胶原片是Ⅱ型胶原蛋白，
不是自主作用于人体骨骼组织的，
它还 发明专利（ZL02120433.0），
其富含透明质
硫酸软骨素、
硫酸角质素、
氨基葡萄糖4
需要复合骨胶原这个重要的帮手。复合 酸、
骨胶原中含有复合型粘多糖和胶原蛋 种负电黏多糖和19种氨基酸，
适合有骨质
白，
是骨骼组织之间的重要承载媒介，
在 疏松、
易骨折、
腿抽筋和各种膝关节、
腰椎
骨骼中扮演着钢筋和水泥的角色，
是一 和颈椎有问题的人群服用。央视
“科技之
种网状结构存在，
起到黏附钙（相当于沙 光”
和
“走近科学”
栏目多次做了专题报道。早
一天用上复合骨胶原，
就会早一天给骨骼带来
子的角色）等骨矿物质的作用。
补充复合骨胶原受益多 在中国， 获益。现在购买有优惠，
按年购买更实惠！
60%的人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
花掉了 咨询热线：
0731-84483088
接近一辈子的储蓄。一次重症疾病的 或 13974837517。如您想
治疗，
保守估计需花费 50 万—60 万元， 获得更多骨胶原资料，
欢迎扫
一旦进入了病房，
可以迅速压垮一个普 描右边二维码加微信联系。
国食健字 G20070258 鄂食健广审
（文）
第220420-00045号 本品不能代替药物

由于职业的特殊性，
许多老师一直备受咽喉
炎、须发早白、脱发、腰椎
病等问题的困扰。这些不
适都可以通过食疗来调
理，在这推荐两款食疗方，
一般人也可以用。
蜜饯百合：取干百合
100 克、
蜂蜜 150 克。将干
百合洗净，放入浅碗内，加
入蜂蜜，加盖隔水蒸 1.5 小
时，趁热调均匀，待冷后装
入瓶内冷藏保存即可。每
天早晚各喝 1 汤匙，
有润肺
利咽、清心安神的功效，可
缓解秋天肺燥导致的干
咳、
咽痒等。
制首乌煮鸡蛋：取制
首乌 15 克，鸡蛋 2 个，葱、
生姜、食盐、料酒各适量。
将制首乌和整个鸡蛋放入
锅 内 ，加 水 适 量 ，再 放 入
葱 、姜 、食 盐 、料 酒 等 调
料。先武火烧沸，再文火
熬至鸡蛋熟，
将蛋取出冲冷
水，剥去蛋壳，再放入锅内
文火煮30分钟。吃蛋喝汤，
每日 1 次。此汤能补肝肾、
益气血、抗早衰，适用于血
虚体弱、头晕眼花、须发早
白、
脱发等症。
（广州医科大
学附属中医医院杂病门诊
副主任中医师 高三德）

这段时间是单位体检的高峰期，
来门诊的很多患者是因为体检中查
出肺结节。
在门诊中碰到抽烟的病人，我
总是会劝对方戒烟。我之前抽了 20
年的烟，但 10 年前下决心给戒了，现
在一点烟味都不能闻。我们心胸外
科医生做肺部手术时，能清楚地看
到吸烟和不吸烟患者肺部的状况完
全不同，吸烟者肺部原来的粉红色
外表几乎都被灰黑色物质掩盖。每
次手术都让我很震撼，所以下定决
心把烟戒了。
我从医30多年，
明显感觉到这些
年肺癌发病率在逐渐增高。为了预
防肺癌，大家一定要避开“四气”。
“一
气”是雾霾和 PM2.5，雾霾天一定要

养生
我在行

减少在室外的活动；
“二气”是二手烟
甚至是三手烟；
“三气”
是厨房油烟气，
这点在女同志身上更为明显；
“四气”
是室内装修材料中的有害物质，装修
越繁复，
使用材料越多，
风险越高。
运动也能健肺。因为工作忙，我
只能利用碎片时间锻炼。我自创了
一 套 保 健 操 ，至 今 已 坚 持 了 20 多
年。相关动作主要是加强颈部、腹
部、脚等部位的运动，一个部位 200
次左右，早晚各一次。具体做法是：
先原地踏步 200 下，一边踏步，一边
后掌向内，敲击腰部；然后上下左右
摇头 200 下；再按摩轻叩腹部。坚持
做这套操，能改善消化功能、活络筋
骨、健肺养肺。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心
胸外科主任 何忠良）

多看多悟，
躲开
“养生坑”

退休以来，我加入了养生协会、
健身队。通过与队友、老同事、邻居
的交流，我记录他们在健康路上走过
的弯路、跌入的“坑”，也搜集了很多
不错的养生方法。
邻居老罗年轻时喜欢打球，他总
炫耀自己能跑能跳，可是 75 岁那年，
他在一次对抗赛中，不幸被撞倒摔折
了腿。在我看来，
运动是好事，
但不宜
逞强。有科普文章介绍，
年龄不同，
锻
炼方式也应有所区别。小于 65 岁的
人可以选择慢跑、打羽毛球、乒乓球
等。过了 75 岁，
运动应以缓慢的种类
为主，比如打太极拳、练太极剑、散步
等。这些年，我也根据年龄调整运动
项目，
从没有因为运动受过伤。
邻居老王的故事则给我上了一
堂饮食课。有一年端午节，社区搞活

动，邀请大家一起包粽子。老王一口
气吃了好几个粽子，没吃完的带回家
继续吃。结果，因为血糖升高导致头
晕摔倒被送进了医院。老王的故事
给我的启发很深——即便再好吃的
东西也不能多吃。
同事徐大哥分享的姜水泡脚方
对我的帮助很大。年轻时因为常年
在户外工作，我落下了老寒腿的毛
病，腿部常出现酸冷麻疼等不适感。
徐大哥建议我用姜水泡脚，我坚持了
半年多，不适症状基本上都消失了。
姜水的制作方法很简单，取一大块生
姜，将其拍扁放入锅中，加水煮沸后
倒出加入适量冷水，调至温度适宜不
感觉烫时加入适量的盐和几滴醋，然
后开始泡脚。一般泡 20 分钟左右即
可。
（江苏常州 肖军民 78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