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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肉桂陈皮茶
改善腰膝冷痛

秋天是一年中品茶的
最佳季节。在承夏启冬之
际，根据自己的体质和症
状，泡一壶药茶养生，是中
医朴素的治未病手段。

天气转凉，部分人可
能会出现腰膝冷痛的症状，
这时可以喝点肉桂陈皮
茶。取百合 20 克、肉桂 2
克、山药 15 克、陈皮 3 克，
加入 500 毫升清水浸泡半
小时，倒进壶中，煮沸后再
煮 20 分钟。茶方中，百合
能养阴润肺、清心安神，肉
桂有散寒止痛、温通经脉的
功效，山药能健脾补肺、固
肾益精，陈皮可理气健脾、
燥湿化痰。几味合用，适用
于阴阳两虚所致的腰膝冷
痛、食欲不振、虚烦失眠等
症状。（佛山市中医院大内
科主任 蒋开平）

虾、蟹一次别吃太多

近日，吴敏霞在社交平台
讲述自己第一次签病危通知
书的经历。她的老公张效诚
在吃了 3 斤小龙虾后，住进了
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张效诚
透露，自己喜欢吃虾头里的虾
黄，吃完第二天身体出现乏力
和发烧症状。

还有人被螃蟹“毒倒”。前
不久，深圳市人民医院感染内
科接诊了一家三口人，他们先
后出现了发热、腹痛、干咳等症
状。细问才知道，这家人前段

时间吃了“醉蟹”，因为
螃蟹中的寄生虫导

致了“肺吸虫病”。
华中科技大

学协和深圳医院
肾内科主任医师
祝 胜 郎 提 醒 ，
虾、蟹等一次不
能吃太多，比如
小龙虾每次吃七

八只即可。此外，
小龙虾的虾头富集重

金属，最好不要吃。尤其
要注意的是，高度酒、芥末等

调味料不能有效杀死寄生虫，
虾、蟹等一定要做熟吃。此外，
菱角、荸荠、茭白、水芹等水生
植物也容易被寄生虫污染，因
此最好也不要生食。

自制食物风险多

几天前，黑龙江省鸡西市
的王某及其亲属等9人在家中
聚餐，共同食用了自制酸汤子
（用玉米水磨发酵后做的一种
粗面条样的主食）后，目前已有
8人（截至12日）经救治无效死
亡。经医院化验检测，初步判
定为米酵菌酸中毒。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
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景浩提
醒，自制食品如果操作不当，
很容易惹“毒”上身。

自制葡萄酒：通常人们在
8—10 月开始酿制葡萄酒，此
时气温高，工业上有专门的温
度控制装置来限制甲醇的产
生，而家庭自酿时很难控制温
度，加大了甲醇超标的风险。

自榨油：榨油原料花生、大
豆等很容易被黄曲霉菌污染。
工业榨油时大部分的黄曲霉毒
素会在精炼的高温过程中被消
除，而自榨油没有这一过程。

自制泡菜：泡菜腌制中产
生的亚硝酸盐对人体健康会
造成威胁，一般而言，泡菜中
的亚硝酸盐通常在20天后含
量较少，所以自制泡菜最好腌
制一个月后再食用。

食物发霉最好整个全扔掉

老年人的节俭习惯，也可
能会给毒物留下可乘之机。

浙江省人民医院感染病
科主任潘红英介绍，自己曾接
诊过一位80岁的大爷，因为舍
不得扔掉发霉的大米，只将肉
眼可见的霉变大米扔掉，其余
用来煮粥喝，结果吃完后引发
腹泻导致突然休克。浙江省中
山医院肿瘤内科张卫平主任接
诊过一位60多岁肝癌病人，因
为吃霉变的玉米吃出了癌症。

潘红英提醒，发霉食物不
论大小，都可能含有多种真菌

毒素，最好整个全部扔掉，因
为有些看起来完好的部分，其
实也有可能已被霉菌污染。

7种常见食物藏有毒素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东
医院主任营养师陈霞飞还给
出了一份可能藏“毒”的常见
食物名单。

四季豆。四季豆如果没
有煮熟煮透，人吃后轻者头痛
头昏，重者恶心、呕吐、腹痛。

鲜黄花菜。含有秋水仙
碱，会强烈刺激胃肠和呼吸系
统，引发食物中毒。

发绿的土豆。人吃了这
种土豆，轻者恶心、腹痛，重者
会出现呼吸困难等。

生黄豆。含有胰蛋白酶
抑制物，会妨碍蛋白质的吸
收，并对胃肠有刺激作用。

鱼胆。有毒成分会导致
人体出现恶心、腹痛等症状。

红心甘蔗。本质属于霉
变,会产生神经毒素。新鲜甘
蔗去皮后果肉应是白中带黄。

苦味瓜子。其中可能含
有黄曲霉毒素。

我

身
边的百岁寿

星

给常见危险食物列一份清单

前不久，
我去洛阳市

宜阳县看望了百岁老顽童赵保
计。说起这位老人，可以用十
六个字来形容：生活自理、手脚
灵便、精神矍铄、乐于奉献。

虽已过百岁，但赵保计一
切能自理。有时独自在家，他
会自己上街买面买菜，下厨做
饭，他认为“吃自己做的饭，胃
口会更好”。赵保计还经常下
地打理菜园，这样既能锻炼身
体，又可修身养性。

赵保计心灵手巧，闲暇时
喜欢做手工。赵保计从17岁
开始跟着老木匠学手艺，此后
靠着给人做木工活养活了一
家人，如今全家20多口人，四

世同堂，其乐融融。赵保计的
小儿子赵改新介绍，他父亲在
70 多岁时还给街坊做家具，
在家人的轮番劝说下才“退
休”。“父亲时常走南闯北，既
锻 炼 了 身 体 ，又 开 阔 了 眼
界。”赵改新说。可是赵保计
闲不住，隔三岔五拿出自己的
工具箱，刨刨木头、修修桌椅、
做做手工艺品，在自己的小天

地里享受手工乐趣。赵改新
说，他的父亲脾气好，经常义
务帮邻居修理东西，人缘很
好。心胸宽广、喜欢社交或许
也是老人长寿的原因吧。（河
南洛阳 周伟星）

征 集
晒晒身边的百岁寿星

如果您身边有百岁老人，
可以将寿星的生活趣照（最好
有自己与寿星的合影）、养生
经验等连同联系方式，一起发
送 到 邮 箱 375215700@qq.
com。一经采用，稿酬从优。
您的作品还有可能被结集出
书，向本报全国百万读者进行
推介。

百岁老顽童喜欢做手工

一些中老年人成了“手机
控”，白天玩微信聊天，晚上熬
夜追剧，部分人因此出现了眼
干目涩、手指酸痛等后遗症。

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
拿学院教授程凯建议，出现手
指、手腕疼痛、麻木等不适的
人，日常不妨多按揉手上的鱼
际穴（位于大拇指根到手掌根
中间点，肉最丰厚的部位）、列
缺穴（将左右两手虎口交叉，
一手食指压在另一手腕后高
骨的正中上方，食指指尖处的
凹陷处即是）和合谷穴（位于
拇指和食指合拢后，隆起肌肉

最高处）。此外，还应适时放
下手机，给手指做做按摩。如
舒展手指（吸气用力握拳，用
力吐气时急速依次伸开小指、
无名指、中指、食指）、揉捏指
头（用一只手的食指和拇指揉
捏另一手手指）等。

眼睛出现酸痛、干涩等不
适时，可适当做做按摩。如按
压眼球（用中指指腹轻压眼球
3次，每次20秒，以有酸胀感为
度）、推眼睑（中指放在上眼
睑，无名指放在下眼睑，轻轻
地由内向外推）等。老看手机
的人，平时还可喝点枸杞海螺

汤。取枸杞 15 克，耳环石斛
10克，胡萝卜1根，铁棍山药1
根，红枣 3 枚，生姜 3 片，海螺
肉干、猪排骨各250克。将海
螺肉干用温水浸泡4小时；猪
排骨洗净切小段，放进沸水中
稍焯；耳环石斛用温水泡开；
铁棍山药、胡萝卜削皮洗净切
厚块；红枣劈开去核；生姜洗
净切片。把所有备好的食材
一齐置于砂锅内，加入清水
2.5升、白酒少许，煮沸后改用
小火熬 1.5 小时，放盐调味即
可。（摘编自《银川晚报》《羊城
晚报》）

简单按摩缓解玩手机后遗症

软籽石榴
不是转基因食物

时下石榴正上市，市面
上出现了很多软籽品种，因
为之前从来没见过这种石
榴，很多人担心是转基因食
物。其实，软籽石榴不是转
基因食品，是我国科学家从
突尼斯引进，历经多年栽培
实验和培育出来的品种。

与传统石榴相比，软籽
石榴无渣滓，不需要吐籽可
直接吞咽，水分含量更高，适
口性更强，尤其适合老人与
儿童食用。从营养角度看，
软籽石榴与普通石榴差别不
大。（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
品安全博士后 王国义）

赵保计下地打理菜园

猕猴桃是果也是药

现在正是猕猴桃上市
的季节。除了吃起来味道
好，猕猴桃的药用价值在明
代医药大师李时珍《本草纲
目·草之七》中也有记载。
中医认为，猕猴桃有调中理
气、生津润燥、健脾止泻、解
热除烦的功效。

猕 猴 桃 可 以 用 来 煲
粥。取猕猴桃 1 个，苡仁
100 克，冰糖适量。将猕猴
桃去皮，切成小块备用。把
苡仁淘洗干净，倒进盛有开
水的砂锅里，用大火煮40分
钟左右后放入适量的冰糖，
冰糖化了之后再把猕猴桃丁
倒进去，搅拌均匀就可以出
锅了。（摘编自《贵阳晚报》）

冬瓜老鸭汤
减重降血压

秋季吃禽肉不妨首选鸭
肉。从中医的角度来说，鸭
肉性寒凉，有助于缓解秋燥。

从健康角度看，炖煮煲
汤能最大化地保留鸭肉的
营养，其最佳搭档为冬瓜、
白萝卜、山药，如冬瓜老鸭
汤有去油解腻、减重降血压
的功效。将冬瓜洗净，切成
厚片；老鸭洗净切大块。锅
中倒清水，煮开后放入鸭块
焯烫3分钟后捞出，用清水
冲净鸭块表面的浮沫。将
锅洗净倒入清水，放入鸭
块、冬瓜块、陈皮，大火加热
煮开，用中小火煲 2 个小
时，调味即可。（国家公共二
级营养师 马跃青）

桃花枸杞茶降血脂

中医认为，高脂血症属
于“肥胖”“痰湿”“浊阻”等
范畴，患者大多平时爱吃大
鱼大肉、肥甘厚腻，导致脾
胃损伤。中老年人群大多
肝肾亏虚，进一步加重体内
的痰、湿、瘀，最终引起冠心
病、脑中风等疾病。在遵医
嘱服用药物治疗的同时，血
脂高的中老年人可常喝桃
花枸杞茶来调理。

取桃花 6 克，绞股蓝、
枸杞各10克，共同煎煮20
分钟即可。该茶方中，桃花
具有活血化瘀、美容养颜、
润肠通便的作用；绞股蓝能
补气、健脾、化痰；枸杞有滋
补肝肾的功效。三者合用，
祛除体内的痰、湿、瘀。此
茶饮无毒副作用，适宜人群
广泛，中老年人可以长期服
用。（北京市宣武中医医院
急诊科主任医师 李艳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