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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季，人们大多会感觉口干舌
燥，暑热难耐，对水分的摄入就有强烈的
需求。日常情况下，人一天需要水的总量
为 2500ml，其中吃进的食物能为我们提
供 1000ml 的水分，自然代谢能产生
300ml 的水分，需要我们摄入体内的就是
1200ml 了。但在这个季节，这些水就显得
不太够了。在这里，小于老师提醒大家注
意多饮水的同时，还推荐一款富含水分的
蔬菜———冬瓜，它不仅能补水，还能防止
中暑症状的发生，堪称夏季第一瓜。

冬瓜含水量最为丰富，高达 96%；钾
元素含量也相当高，每 100g 含钾量为
130mg，属典型的高钾低钠型蔬菜。也许
大家不知道，夏季大家容易倦怠是由于天
气炎热，温度过高，人体大量排汗，钾元素

随汗液大量排出所致。如果钾元素得不到及
时补充，可能导致人体内酸碱平衡失调、代
谢紊乱、心律失常，全身肌肉无力、懒动等症
状，因此，钾是人体中非常重要的一类营养
素。同时，补充钾元素可以将体内多余的钠
排出，保护心脏功能、补充水分、消肿利尿、
防止中暑都非常好。

冬瓜除了含水量大及钾元素含量丰富
外，维 C 含量也不低，每 100g 含量为
18mg，这个值虽比不上猕猴桃和柑橘类，但
比苹果要多。冬瓜的饱腹感也较强，非常迎
合需低热量饮食女性的需求。

冬瓜的烹饪方法很多，小于老师爱吃的
海米冬瓜，既爽口又美味，当然除此之外还
可以清炖、做汤也是不错的选择。希望在这
个炎热的夏季里，大家都能好好的。健康网

夏季补水消暑第一瓜———冬瓜

1、一次性纸杯或暗藏潜在致癌物。一
次性纸杯只是看起来卫生、方便，其实产
品合格率无法判断，是否干净、卫生，用肉
眼也无法辨识。从环保的角度来讲，还是
应该尽可能少用一次性纸杯。有的纸杯生
产厂家为使杯子看上去更白，加入大量荧
光增白剂。而就是这种荧光物质可使细胞
产生变异，一旦进入人体就会成为潜在的致
癌因素；其次，那些不合格的纸杯一般杯身
都很软，倒入水后容易变形，有的纸杯则密
封性差，杯底容易渗水，这都很容易让热水
烫伤手；更有甚者，当你用手轻轻触摸纸杯
内侧，能感觉到上面沾着细细的粉末，手指
的触摸处也会变成白色，这是典型的劣质纸
杯。

2、塑料水杯最易藏污纳垢。塑料杯也应
该是不受欢迎的一种。因为塑料中常添加有
增塑剂，其中含有一些有毒的化学物质，用
塑料杯装热水或开水的时候，有毒的化学物
质就很容易稀释到水中，并且塑料的内部微
观构造有很多的孔隙，其中隐藏着污物，清
洗不净就会容易孳生细菌。所以，在选购塑

料杯时，一定要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食用级塑
料所制的水杯。

3、五彩水杯易致重金属中毒。五颜六色的
杯子很吸引人，但最好别用。因为在那些鲜艳
的颜料里藏着巨大的隐患，尤其内壁涂有釉，
当杯子盛入开水或者酸、碱性偏高的饮料时，
这些颜料中的铅等有毒重金属元素就容易溶
解在液体中，人们饮进带化学物质的液体，就
会对人体造成危害。

4、金属材质水杯喝咖啡会溶出。金属材
质的杯子，如不锈钢等，价格较陶瓷杯子要
贵。搪瓷杯构成中含有的金属元素通常状况
下比较稳定，但在酸性环境下，有可能溶出，
用于喝咖啡、橙汁等酸性饮料并不安全。

最安全的喝水杯：
喝水首选无彩釉涂染的陶瓷杯，尤其是

内壁要无色。不仅材质安全，能耐高温，还有
相对较好的保温效果，喝热水或喝茶都是不
错的选择。

因此，为了健康，喝水要选对水杯，当心
水杯引起疾病危害。

健康网

喝水要选对水杯

当你从睡梦中苏醒，起床、吃饭、锻
炼，开始一天的生活时，可能在不知不觉
中犯下错误，有些错误对高血压患者而
言，可能诱发心脑血管事件。

1、起床太猛。人在睡眠时，血压比较
低，刚苏醒时，血压会快速上升，尤其是部
分有晨峰现象的高血压患者，起床过快、过
猛，可能会造成血压突然升高而引起脑血
管破裂等严重疾病。也有部分高血压患者，
由于动脉硬化等原因，出现血管运动障碍，
如果体位变动过快，容易出现体位性低血
压，出现脑供血不足，出现眩晕或是晕厥。
建议起床坚持“221”原则，即刚苏醒时，睁
开眼在床上躺 2分钟，起来后坐 2分钟，坐
到床边等 1分钟再站起来活动。

2、不爱喝水。清晨的血液比较黏稠，
容易形成血栓。起床后，应尽早喝一大杯
温开水，这样能较快稀释黏稠的血液。水
10分钟就可通过胃和肠道吸收，进入血液
循环，减少中风和心肌梗死的发生。

3、解便太用力。临床上，确实有部分

患者因解大便发生脑出血。晨起时，血压本
来就高，如果用力排便，腹压增大，血压会更
快地升高，如果患者本身脑内小动脉硬化，
一用力就可能发生脑内小动脉的破裂出血。
出现大便干燥、排便不畅时，千万别过度用
力或屏气，或一边屏气一边过度用力，生活
中应多吃富含粗纤维的蔬菜、香蕉等，实在
不行应去看医生，使用治疗便秘的药物。

4、早餐吃太油太咸。油条、煎鸡蛋等都
是高脂高热量食物，不少高血压患者合并有
高血脂症，吃得太油太咸会使动脉粥样硬化
恶化。早餐可以喝杯牛奶或一碗粥，隔天吃
个煮鸡蛋，再加份果蔬。

5、晨练。这点主要针对于秋冬季，秋冬
室内外温差在逐渐加大。有些人四五点钟就
外出晨练，此时人容易受寒冷的刺激，让早
晨本已较高的血压上升更快，从而增加了脑
血管意外的可能性。建议大家把锻炼时间安
排在下午 4点左右。健身操、太极拳、快走等
都是不错的锻炼方式。盲目过度锻炼也可能
诱发心脑血管事件。 健康网

晨起五个习惯不利身体健康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再加上
劳逸结合不好，人的精神经常处于
紧张状态，引起许多人失眠，因而带
来了诸多痛苦和烦恼。服用安眠药，
虽能暂时解除失眠的烦恼，但“是
药三分毒”，长期服用不仅会有副
反应，还会产生药物依赖。日常生活
中可以通过饮食调理达到调节睡眠
的效果。

失眠的原因
1、心理因素：大多数精神科专家

都相信，压力是造成失眠的重要原
因。这些压力可能来自于工作或学
校，也可能来自家庭与婚姻，另外像
身患重病或亲人往生也有可能。通常
短期失眠的症状会随着压力的减去
而得到改善，不过要是短期失眠没有
解决好的话，也有可能在这些压力消
失后仍然被失眠困扰。

2、生活习惯：一些生活习惯可能
正不知不觉地影响你的睡眠。例如在
下午或晚上喝了含咖啡因的饮料，或
是在临睡前做强度较大的运动，特别
要提醒的是，如果在睡前喝大量的
酒，反而更容易导致失眠。

3、环境因素：卧室房间太冷或
太热，太吵或太亮，这些因素都可能
影响睡眠质量的好坏。另外像枕边人
的问题，也可能成为你的问题，例如
打鼾声太大等。

4、药物原因：一般像治疗高血
压、气喘或是忧郁症的药物，可能会
有失眠的副作用。如果你的失眠问题
长期存在，那么最好还是去医院寻求
医生的帮助，医生可以帮你找出失眠
的症结所在，并给你一些专业的建
议，必要时再辅以药物治疗。

六种助眠食物

1、牛奶。牛奶中含有两种催眠物
质：一种是色氨酸，能促进大脑神经
细胞分泌出使人昏昏欲睡的神经递
质———五羟色胺;另一种是对生理功
能具有调节作用的肽类，让人感到全
身舒适，有利于解除疲劳并入睡。对
于由体虚而导致神经衰弱的人，牛奶
的安眠作用更为明显。睡前喝 1 杯
牛奶可催人入睡，对中老年人尤为适
合。

2、小米。在所有谷物中，小米含
色氨酸最为丰富。此外，小米含有大
量淀粉，吃后容易让人产生温饱感，
可以促进胰岛素的分泌，提高进入脑
内的色氨酸数量。

3、核桃。是一种很好的营养滋补
食物，已证明可以改善睡眠质量，因
此常用来治疗神经衰弱、失眠、健忘、
多梦等症状。具体吃法是配以黑芝

麻，捣成糊状，睡前服用 15 克，效果非
常明显。

4、葵花子。葵花子含多种氨基酸
和维生素，可调节新陈代谢，改善脑细
胞抑制机能，起到镇静安神的作用。晚
餐后嗑一些葵花子，还可以促进消化
液分泌，有利于消食化滞，帮助睡眠。

5、大枣。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
素 C、钙、磷、铁等营养成分，有补五
脏、益脾胃、养血安神的作用。对气血
虚弱引起的多梦、失眠、精神恍惚有显
著疗效。晚饭后用大枣煮汤喝，或取红
枣去核加水煮烂，加冰糖、阿胶文火煨
成膏，睡前食 1～2调羹。

6、醋。含有多种氨基酸和有机酸，
消除疲劳的作用非常明显，可用一汤
匙食醋加入温开水中服食。饮后静心
闭目，有助入睡。

健康网

夏季六种助眠食物胜过安眠药

人人都知道鱼是一种健康食物，
孩子吃了聪明，成人吃了有益心脏。
然而，近几年，因为水体的污染，鱼类
蓄积重金属的问题使人们开始重视
吃鱼的安全性。比如甲基汞，就是一
种典型的通过鱼类摄入的重金属污
染物。它主要侵犯中枢神经系统，可
造成语言和记忆障碍等。体内汞含量
轻微超标，对成人的危害并不明显，
但能破坏胎儿和儿童的神经系统和
认知行为，影响智力。

盘点常吃最有营养的四种鱼
1、鲫鱼：又名鲋鱼，味甘性温。功

效为利水消肿、益气健脾、通脉下乳，
清热解毒等，主治浮肿腹水、产妇乳
少、胃下垂、脱肛等症。

2、带鱼：可补五脏、祛风、杀虫，
对脾胃虚弱、消化不良、皮肤干燥者
尤为适宜。可用作迁延性肝炎、慢性
肝炎辅助疗法。常吃带鱼还可滋润肌
肤，保持皮肤的润湿与弹性。

3、青鱼：有补气养胃、化湿利水、
祛风解烦等功效。食用可治疗气虚乏
力，胃寒冷痛、脚气、湿痹、疟疾、头痛
等症。青鱼所含锌、硒、铁等微量元
素，还有防癌抗癌作用。

4、鲤鱼：味甘性温。有利尿消肿、
益气健脾、通脉下乳之功效。主治浮
肿、乳汁不通、胎气不长等症。

鱼身上这些宝贝别扔掉
1、鱼骨。鱼骨也就是我们常说

的鱼刺，富含钙等微量元素，经过
软化处理后，其营养成分会更容易
被人体吸收。非常小的带骨小鱼要
使劲嚼碎，进入胃里后，胃酸会将
其鱼骨部分软化，促进钙、磷等营
养物质的溶出。大鱼骨要吸它的骨
髓，也就是鱼脊柱中的白线。此外，
鱼骨还可以加醋熬汤，小火焖煮
(2~4 小时)。需要注意的是，用白水
煮汤，鱼刺很难变软，多加点食醋
焖炖，可利用醋酸的作用促进鱼刺
软化。

2、鱼鳔。鱼鳔里含有丰富的胶原

蛋白和欧米伽 3 不饱和脂肪酸，可
能对血脂控制有益。常见的做法是：
将鱼鳔用清水洗净，和鱼一起清炖或
红烧。

3、鱼肝。鱼肝是鱼身体里储存
多种营养素的地方，比如，维生素
A、维生素 D 和铁等微量营养素，但
其中的胆固醇和嘌呤含量也很高，
不适合痛风患者。鱼肝和鱼胆相连，
在清洗鱼肝时，别把鱼胆弄破。肝脏
有解毒的功能，特别容易集聚毒素。
食用前，应确定鱼没有受到环境污
染。

4、鱼肠。鱼肠含脂肪低，蛋白质含
量不逊色于鱼肉。不过体积大的鱼的
鱼肠才有食用价值，食用前要把里面的
脏东西去净。因为鱼类所吃的食物都
要经过鱼肠消化，所以它是鱼的身体里
受污染程度比较重的器官。如果对鱼
的养殖环境不够放心，就不建议吃。

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以下疾病者不
宜多吃鱼，这些疾病是：

1、痛风患者，因为鱼类含有嘌呤
类物质，而痛风则是由于人体内的嘌呤
代谢发生紊乱而引起的。

2、出血性疾病患者，如血小板减
少、血友病、维生素 K 缺乏等出血性疾
病患者要少吃或不吃鱼，因为鱼肉中所
含的 20 碳 5 烯酸，可抑制血小板凝
集，从而加重出血性疾病患者的出血症
状。

3、肝硬化病人，肝硬化时机体难
以产生凝血因子，加之血小板偏低，容
易引起出血，如果再食用富含 20碳 5
烯酸的沙丁鱼、青鱼、金枪鱼等，会使病
情急剧恶化，犹如雪上加霜。

4、结核病人，服用异烟肼时如
果食用某些鱼类容易发生过敏反
应，轻者恶心、头痛、皮肤潮红、眼结
膜充血等，重者会出现心悸、口唇及
面部麻胀、皮疹、腹泻、腹痛、呼吸困
难、血压升高，甚至发生高血压危象
和脑出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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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鱼有讲究 鱼身上这些宝贝别扔掉

民间俗语云：早上吃姜，胜过
吃参汤;晚上吃姜，等于吃砒霜，这
是为什么呢?生姜之所以不宜在夜
间食用，是因为生姜含有姜酚，姜
酚能够刺激肠道蠕动，白天可以增
强脾胃作用，夜晚则成了影响睡眠
伤及肠道的一大问题，故夜晚不宜
食用。

早晨吃姜有三大养生奇效
一是不得感冒。自从含姜至今，

我没有患过一次感冒，偶尔有点感冒
的迹象，喝一包“小柴胡冲剂”就没
事了，治好了我过去最头痛的感冒
病。

二是治好了胆管结石。去年 8
月 6 日我体检时，B 超发现肝左叶

胆管结石 0.8×0.2 厘米，我从未吃
过医治胆结石的任何药物，只是坚
持每天早上含姜，今年 8 月 7 日再
体检时，胆囊未见异常。据王老伯
讲，早晨含姜，胆结石、肾结石都可
以治好。

三是做肝功能“二对半”检查，
全部阴性。我从 1998 年至 2002 年
连续 5 年做“二对半”检查，有两项
阳性，即第四项 e 抗体(抗 -HBE)和
第五项核心抗体(抗 -HBC)均为阳
性，但不属于大小三阳。今年体检时，
乙肝病毒、检查“二对半”全部阴性，
反而要注射乙肝疫苗了。

含姜的方法是：将生姜刮去皮
(姜皮属凉性)，每天切四五片生姜(切

得像厚纸一样薄，切得太厚，很辣)，
放在碗内。每天早上起来，先饮一杯
开水，再用开水冲到盛有姜片的碗中
消毒处理，然后将姜片放在嘴里慢慢
咀嚼，含 10～30 分钟，将姜片咬烂，
让生姜的气味，在口腔内散发，扩散
到肠胃内和鼻孔外。

夏日生姜四种吃法
夏季，人的消化功能减弱，再加

上空调吹冷风，胃肠功能易紊乱，可
喝姜红茶、姜汁牛奶调理肠胃。姜红
茶的做法是：取红茶 1～3 克、鲜姜 3
片，放茶杯里用沸水冲泡，加盖焖
3～5分钟，每天喝 1～2 次。姜汁牛
奶的做法是：姜汁 1 汤匙、鲜牛奶
200 毫升、红糖适量，将姜汁、牛奶和

红糖混匀，隔水炖熟饮用。
夏天受凉引起风寒感冒，可趁热喝

上一碗红糖姜汤或可乐姜汤，有助于散
寒解表。红糖姜汤的做法是：取生姜 10
克、红糖 15 克，将生姜洗净、切丝，用
开水泡 5 分钟，文火熬 2～3 分钟，加
红糖调溶。可乐姜汤的做法是：3～5片
姜切成丝，加入锅里，再倒入 1 小瓶可
乐，沸腾时关火。

需要注意的是，生姜性辛温，属
热性食物，一次不要多吃，以 3～5 片
为宜;阴虚的人(表现为手脚心发热，
经常口干、眼干、皮肤干)不宜吃姜。
糖尿病患者不宜喝红糖姜汤或可乐
姜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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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吃姜有三大养生奇效

大脑是我们身体的重要的器官，
也是营养需求量最大的部位，在日常
生活中保护我们的大脑可以帮助我
们提高工作效率和生活品质，那么如
果想有效的保护大脑，下面的六个要
点是大家必须要先了解的。

饮食健脑要从六个方面着手
1、建筑大脑：健康脂肪。大多数

脑细胞结构需要健康脂肪。大脑的自
我修复和更新会消耗大量的欧米伽
3脂肪酸。主要食物来源有：三文鱼、
金枪鱼、亚麻油、菜籽油、小麦胚芽、
蛋类。

2、保护大脑：抗氧化物。随着年
龄增长，血液中流动的自由基会分解
大脑细胞，最终导致记忆丧失。抗氧
化剂可以对抗自由基的危害，所以要
多吃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食物来
源：蓝莓或草莓、西兰花、胡萝卜、大
蒜、葡萄、菠菜、大豆、茶、番茄、全谷
物。

3、激发大脑：高酪氨酸蛋白。某
些神经传导物质，需要色氨酸或酪
氨酸。而这些营养物质需要从食物
中补充。下面这些食物能促进你的
灵敏性和注意力：乳制品、蛋类、海
鲜、大豆。

4、滋润大脑：水。哪怕轻微的
脱水都会减少精力、损害记忆。所

以，每天至少要喝 1200 毫升水(约
合 6 杯)。炎热天气或运动时更要多
喝水。

5、大脑建筑模块：维生素和矿
物质。维生素 B6、B12、维生素 C、
铁、钙等是搭建大脑的 “必需模
块”。如果缺乏这些营养素，将会造
成大脑学习能力下降，因此必须保
证全面均衡膳食。如果难以摄入多
样的食物，可以服用复合维生素。记
住，服用维生素时一定不要空腹，最
好跟食物一起吃，吸收更好，还可避
免肠胃不适。

6、调节能量：膳食纤维。大脑运
转的能量全都要靠血糖，而膳食纤维
能帮助稳定血糖，对大脑功能有益。
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有：蔬菜、豆类、
坚果、水果、全麦谷物等。

那么吃什么食物可以补脑呢?
1、南瓜。南瓜是 p- 胡萝卜素的

极佳来源，南瓜中的维生素 A 含量
胜过绿色蔬菜，而且富含维生素 C、
锌、钾和纤维素。中医认为：南瓜性味
甘平，有清心醒脑的功效，可治疗头
晕、心烦、口渴等阴虚火旺病症。因
此，神经衰弱、记忆力减退的人，将南
瓜做菜食用，每日一次，疗程不限，有
较好的治疗效果。

2、核桃。因其富含不饱和脂肪

酸，被公认为中国传统的健脑益智食
品，孩子们一定要食用喔。每日 2-3
个核桃为宜，持之以恒，方可起到营
养大脑、增强记忆、消除脑疲劳等作
用。但不能过食，过食会出现大便干
燥、鼻出血等情况。

3、鸡蛋。鸡蛋富含优质蛋白质，
鸡蛋黄含有丰富的卵磷脂、甘油三

酯、胆固醇和卵黄素，对神经的发育有
重要作用，有增强记忆力、健脑益智的
功效。

4、海带。海带含有丰富的亚油酸、
卵磷脂等营养成分，有健脑的功效，海
带等海藻类食物中的磺类物质，更是
大脑中不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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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健脑从六个方面着手

随着夏天的来临，天气越来越热，蚊子
也跟着来了，怎样安全驱蚊呢，这是所有人
都关心的问题，怎样的方法既管用又安全
呢，那就让大家一些夏季驱蚊方法妙招。

1、用八角、茴香洗澡：去厨房的调味罐
里找出八角、茴香各两枚，泡于温水脸盆
中。妈妈宝宝都可以用这盆水洗澡，洗后身
上淡淡的香味就如同加上了一道无形的防
护罩一样，蚊子再不敢近身。

2、残茶除蚊：如果你是个有心人，那就
收集平时喝剩的残茶叶，将其晒干后就可
以在蚊子容易进出的地方燃烧，驱除蚊虫。
或者将阴干的艾叶等搓成绳索，点燃后放
在室内，其烟味同样可以驱蚊。不过操作时
别熏到了宝宝。

3、风油精驱蚊：在卧室内放几盒揭开盖
的清凉油或风油精。一段时间后清凉油表层
会有污垢，要及时刮掉，以免减弱效力。

4、糖水粘蚊：找出家里的空酒瓶，每只
酒瓶装进约 10 毫升的糖水溶液，轻摇几下，
使瓶子内壁周围粘上糖液，分别摆放于蚊虫
活跃之处。蚊虫闻到糖味，会自动投入“瓶中
陷阱”被死死粘住。这招有点“守瓶待蚊”的
味道，不过能灭一个算一个。

5、香皂水灭蚊卵：在阳台放一个盆，盆
里放上香皂与洗衣粉制成的肥皂水，可以引
诱蚊子在水里产卵。这种咸性的环境不适宜
蚊虫生存，因此过后数日，水盆中就会布满
许多死亡的幼小蚊虫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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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防蚊“土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