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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淀区玉泉路李先生：关
于饮水养生，有人主张，早晨喝一杯淡
盐水，晚上喝一杯蜂蜜水。但我记得
《健康时报》登过《清晨喝盐水到底
好不好？》的文章说早晨喝淡盐水不
值得提倡，因为可能导致血压高。有人
提倡，清晨喝杯蜂蜜水，睡前喝杯凉开
水。还有人提出“养生一日三杯水”，
即清晨一杯蜂蜜水，午休以后喝杯淡
茶水，睡前喝杯普通的白开水。那么，
究竟哪种方法更好呢？

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副主任于
康：早上喝盐水是不提倡的，因为可能
导致血压高。早晨可以喝凉白开，或者
老人喝一杯蜂蜜水也是可以的。因此，
对于李先生提出的三种说法，按照水、
蜜、盐的功效和人体的生理需要，还是
“早蜜晚水”为好。理由有两点：

1、人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体内

大部分水分已被排泄或吸收了。这时，清
晨空腹饮一杯蜂蜜水，既可补充水分，又
可增加营养，对于老年人来说，还能起到
促进排便的作用。

而早晨喝淡盐水是不利于保健的。
因为在正常情况下，人体内的钠一般不
会缺乏，如果每天早晨喝一杯淡盐水，久
之，体内的钠含量过高，有可能导致高血
压、肾炎等疾病。只有在重体力劳动或剧
烈运动后，出汗过多导致钠盐丢失时，才
需要适量喝些淡盐水，以补充水分和电
解质。

2、睡前喝一杯凉开水比喝蜂蜜水更
利于养生保健。因为，蜂蜜虽说不是单纯
的蔗糖，但毕竟还是糖类，因此不宜每晚
睡前喝。晚上喝一杯凉开水是有必要的，
因为有的人白天饮水不够，晚上喝杯水
除了能适当补充一些水分，并且起到爽
口、清咽、止咳的作用外，更重要的是为

机体一整夜的新陈代谢准备了充足的水
分。人体内只有水分充足，组织细胞的代
谢活动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另外，午休后

喝一点淡茶水也是值得提倡的，这样可
以解除午饭时的油腻，并且能提神，使下
午能有精力更好地工作。 健康网

喝蜂蜜水有两个最佳时间

顾名思义，老年斑是年老的象征，
是所有中老年人都不希望出现的，有
什么方法可以预防呢？其实，老年斑也
是有办法预防的哦。今天，为大家来推
荐几种可以预防老年斑的食物，快来
看看吧。

一、饮食预防老年斑的方法：
1、西红柿。西红柿具有保养皮肤、

消除雀斑的功效。它丰富的西红柿红
素、维生素 C 是抑制黑色素形成的最
好武器。有实验证明，常吃西红柿可以
有效减少黑色素形成。西红柿性寒，如
果空腹食用容易造成腹痛。

2、生姜。生姜中含有多种活性成
分，其中的姜辣素，有很强的对付自
由基的作用。实践证明，饮用生姜蜂
蜜水一年多，脸部和手背等处的老年
斑就会有明显改变，或消失，或程度
不同地缩小，或颜色变浅，而且不会
有继续生长的迹象。服用方法是，取
适量鲜姜片放入水杯中，用 200-300

毫升开水浸泡 5-10 分钟后，加入少许
蜂蜜搅匀当水饮。

3、黄滑松茸。黄滑松茸具有提高SOD
活性，加速自由基清除，延缓组织器官衰
老，促进新陈代谢，提高人体免疫力等多
种功效。黄滑松茸还具有补肾强身，恢复
精力，益胃补气，强心补血，健脑益智，理气
化痰作用。黄滑松茸干品20-30克，冷水
泡2小时，洗净。锅加底油炝锅，倒入黄滑
松茸炖半小时以上，加调味料。吃黄滑松
茸喝汤。

4、胡萝卜汁。新鲜胡萝卜若干。将胡
萝卜研碎挤汁，取 10-30 毫升，每日早
晚洗完脸后以鲜汁拍脸，待干后用涂有
植物油的手轻拍面部。此外，每日喝 1
杯胡萝卜汁也有祛斑的作用。因为胡萝
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原。维生素 A
原在体内可转化为维生素 A。维生素 A
具有滑润、强健皮肤的作用，并可防治皮
肤粗糙及雀斑。

5、香菇。含有丰富的维生素、无机盐

及微量元素，还含有 30 多种酶和 18 种
氨基酸、核酸类等。可以抑制血清和肝脏
中胆固醇上升，可预防动脉硬化症，降低
血压。还有一种干扰素诱导剂，能诱导人
体产生一种干扰病毒的干扰素，从而提
高机体免疫力。增强肌肤的抵抗能力，从
而减少黑色素的生成，对老年斑的再生
有抵御能力。

二、预防老年斑的食谱：
莲藕排骨汤
材料：莲藕 100 克、猪排骨 200 克、

盐、葱段、姜片、陈皮、料酒各适量。
方法：把排骨清洗干净后剁成段，并

用清水焯一下备用。莲藕清洗干净去皮
切成块。紧接着在锅中加水并烧开，再将
准备好的排骨、葱段、姜片以及陈皮和料
酒等材料一同放入锅中炖煮。下入莲藕
块，等开锅后换小火慢炖，直到熟烂，最
后加入适量盐进行调味。

天麻芸豆蛤蜊汤
材料：天麻 10克、鸡汤 400克、芸豆

200克、蛤蜊400克、姜1块、盐2克。
方法：将芸豆清洗干净后切成小段

备用。我们再把芸豆和鸡汤煲汤炖煮。之
后转成文火再煲 20 分钟左右。下入蛤
蜊，并以大火煮沸。等到蛤蜊壳都张开
后，加入适量盐进行调味。

最后，还有预防老年斑的小偏方介
绍给大家哦。

三、预防老年斑的食物偏方：
生姜中含有多种活性成分，其中的

姜辣素有很强的对抗老年斑作用。把姜
洗净切成片或丝，加入沸水冲泡 10 分
钟，再加入一汤匙蜂蜜搅匀，每天饮用一
杯不间断，可明显减轻老年斑。也可将姜
切碎（每日 10 克），加上精盐、味精、少
量辣椒油，拌匀，长期食用。

把大蒜切成薄片，贴在老年斑处，反
复摩擦，直至皮肤充血微红为止，每日 3
次，连续应用 1周以上即有良效。

饮食预防老年斑是最科学安全的方
法，不如来试试看吧。 健康网

饮食调理可防止老年斑

胃溃疡、胃痛、胃穿孔等等，胃病
简直成了白领的“必备病”，忙碌的白
领们总是觉得饮食凑活不会造成什么
大问题，直到胃疼肆虐，才明白日常饮
食的重要性。白领平日里的饮食坏习
惯，你有几个呢？

一、白领伤胃的饮食坏习惯：
1、饮食不规律。导致胃病最大的

原因就是饮食不规律，我们的胃有一
个严格的“时间表”，胃的消化能力存
在一个生理性的高峰和低俗，可以帮
助我们及时消化。如果饮食不规律，无
法达到正常的消化，我们的胃就会出
现疾病。

2、不吃或随便应付早餐。白领最
常见的饮食恶习就是不吃或是随便应
付早餐，一顿营养的健康的早餐是非
常重要的，人的营养吸收在早餐是可
以达到一天的 30%。不吃或者随便应
付久而久之会造成胃分泌的胃酸没有
食物可消化，会损伤食管、胃肠黏膜，
甚至引起溃疡，还会导致胆囊不收缩，
长期下去容易患胆结石。

3、晚餐吃的太好。都说早餐要吃
好，中餐要吃饱，晚餐要吃少，这是非
常正确的饮食。很多白领早餐和中餐
都是随便应付，到晚餐就吃的更好更
丰富了，甚至还吃夜宵。久而久之健康
的消化秩序就被打乱了，疾病开始出
现了。

4、吃辣太过分、太重口。适当吃辣
椒是暖胃的一种好选择。但过分辛辣
的食物却只会让胃黏膜很痛苦，尤其
是已经有溃疡面的消化道，再吃很多
辛辣食物，消化道内的惨状可想而知。
而食物经过油炸以后，大部分颗粒被
包在油脂里，减少了和蛋白或淀粉接
触的机会，因此较难消化，会加重肠胃

负担，容易出现反酸、恶心等不适。
5、空腹喝浓咖啡。空腹喝咖啡会

对胃黏膜也造成伤害，从而影响胃功
能的消化和吸收，严重者会导致胃溃
疡，而胃溃疡患者更应该注意不要空
腹喝咖啡。

6、快餐油脂过多。白领中午一般以
各式快餐为主，晚饭，如应酬，其菜品亦
是多油的，因此，容易油脂摄入过量，油
脂摄入过多的首要危害是肥胖，其次与
精致碳水化合物类似，有增加糖尿病、心
脑血管损伤、肥胖以及这几项引起的并
发症的危险。

二、适合白领的普遍性养胃原则：
1、适当补充维生素 C：维生素 C 对

胃有保护作用，胃液中保持正常的维生
素 C 量，可有效发挥胃的功能，保护胃
部和增强胃的抗癌力。

2、细嚼慢咽：对食物充分咀嚼，使食
物尽可能变 “细”，以减轻胃的工作负
担。咀嚼的次数愈多，随之分泌的唾液也
愈多，对胃黏膜有保护作用。

3、定时定量：即每日三餐定时，到了

规定时间，不管肚子饿还是不饿，都应主
动进食，避免过饥或过饱，使胃保持有规
律的活动。还应保持每餐食量适度。

4、多甘多暖：甘味食物能滋补脾
胃。比如山药、小米、南瓜等食物，都具
有很好的补益脾胃的作用，且可以提高
免疫力。

5、温度适宜：饮食的温度应以“不
烫不凉”为度，否则，过烫过冷的食物进
入胃部之后，都会刺激胃黏膜，久而久
之，易引发胃病。

6、饮水择时：最佳的饮水时间是早
晨起床空腹时及每次进餐前一小时。餐
后立即饮水会稀释胃液，汤泡饭也会影
响食物的消化。

既然要杜绝胃病，各个饮食坏习惯
可要逐个击破。

三、做针对方案击退胃病隐患：
针对方案一、空腹。早晨空腹也会使

胆汁中的胆固醇沉积，形成胆结石。不吃
早餐非但不能起到减肥的效果，还容易发
胖。不吃早餐，会使中、晚餐摄入能量过
多，而又得不到充分的消耗，容易发胖。

对策：树立早餐必吃的观念，确定适
合养胃的早餐食物。早餐要易消化、防刺
激、多营养。如：鸡蛋羹、鸡蛋汤、煮鸡蛋、
大豆、豆制品、蔬菜、水果等。或酸奶、新
鲜牛奶、燕麦粥或面条。

针对方案二、快餐。午餐时，不论是
在单位食堂就餐还是在外吃快餐，都可
自主多加些蔬菜，如有可能多吃粗谷物
和杂豆类，以增加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
纤维，特别是维生素 B。

要摄入充足维生素。这些维生素在
糙米、全麦、黄豆及新鲜蔬菜中含量较丰
富。抗氧化营养素如 β- 胡萝卜素、维
生素 C、维生素 E 有利于提高工作效
率。也不可忽视矿物质的供给，平时可多
饮牛奶、酸奶和豆浆。

针对方案三、加班。生活要有规律，
可以在办公室准备一些零食，如饼干等，
在该吃饭而不能吃饭的时候吃上一点，
不要让胃处于空置的状态，等到下班后，
再稍微吃一点。

晚餐无论是在外应酬还是在家就
餐，应主动刻意多摄入蔬菜，少吃油腻食
物，注意吃清淡的鱼类、禽肉类优质蛋白
类食物。若感觉食物过油过咸，可摆一小
碗清水涮着吃。少饮酒。

针对方案四、无辣不欢。过多食用
辛辣食物，所产生的大量消化液也会刺
激胃黏膜，使其充血、水肿，易患胃炎、
肠炎。

对策：吃辣时多喝白开水及绿茶可
以去火，降低油腻。或者多喝些菊花茶、
蜂蜜绿茶或者白开水，并注意搭配蔬菜、
水果等高纤维食物，可以起到去火排毒
的功效。

另外，不要空腹吃辣，可在吃辣前喝
牛奶，保护胃黏膜。

健康网

击退胃病隐患六大妙招

许多人利用长假的机会，通宵达
旦地打麻将。这种反常的生活方式，会
扰乱人体生物钟，影响各系统、器官的
正常生理功能，直接或间接地诱发心
血管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疾病。

适度打麻将有益身心健康
有关资料表明，打麻将，作为一种

休闲娱乐活动，适可而止，则对人们的
身心健康有益。

据悉，新加坡亚历山大医院将病
人打麻将作为老年痴呆症和其他生理
疾病的疗法，并归纳了打麻将 4 大医
疗效果。延缓老人痴呆症：因为必须记
得游戏规则和摸牌先后顺序、甚至牌
友打过什么牌，能刺激人脑活跃，帮助
记忆; 提高认知能力：集中精神打麻
将，还要算牌点数，能提高注意力和记

忆力;让上半身更灵活：通过搓麻将，能
帮助一些上半身肢体动作有障碍的老人
活动筋骨，尤其是双手; 促进人与人交
流：麻将桌是最好的交流平台，让比较孤
僻的老人进行社交。

有关研究资料显示，打麻将会减少
老人患上痴呆症的几率。

专家说法：长时间打牌易诱发各种
疾病。

专家表示，老年人生活较为悠闲，家
庭负担较轻，因此他们常常寻找一种精
神寄托，这也是很多老人迷上麻将的原
因。如果老人打牌时间过长，会感觉劳
累，一个是精神上的劳累，一个是体力上
的劳累。长时间打牌会使自己处于紧张
状态，使脑部充血，周身血液循环失去协
调，从而出现头昏、头痛、眼花、记忆力减

退、肢体麻木等不适症状。由于颈部经常
持续地向前弯曲，还可形成颈椎病。而久
坐不动，腰骶部负担重，臀部肌肉和神经
受到挤压，容易引起腰背酸痛。

为保证健康，打麻将要严守四大
纪律：

一是不能长时间打麻将。打麻将时
间一长，精神高度集中，容易用眼过度，
患上干眼症，严重的还会导致玻璃体出
血，使视神经受压、受损，造成青光眼。尤
其是白内障患者，更要注意休息，避免情
绪激动。

二是不能久坐并保持同一姿势。否
则会造成肩颈软组织劳损，易继发脊柱
退行性改变，腰肌劳损、下肢静脉栓塞等
会接踵而至。此外，打麻将时如果长期憋
尿，会损伤膀胱，造成前列腺疾病。因此，

最好打个三两圈就起身活动活动。
三是避免打麻将时精神高度紧张。

这对心脑血管健康极为不利。患有高血
压和心脏病的人更忌讳打麻将，以防过
于兴奋和激动引发并发症。

四是不在通风不好的室内或空气污
浊的室外打麻将。通风不好的室内环境，
对呼吸系统损伤很大，可能会引发上呼
吸道感染及哮喘等。很多人坐在风口或
路边打，粉尘、汽车尾气等污染较大，也
非常不利于健康。

专家建议，打麻将时间最好控制在
1小时内，选择通风和光照较好的地方，
应该保持休闲心态，把输赢看淡，中间还
要适当活动腿脚，才能有益身心健康。有
慢性病的老人，打麻将时更要提高警惕，
以免加重病情。 生命时报

老人打牌要适度 打麻将如何保健

常吃水果有益健康，但过量食用
对身体也不好，建议一些“老胃病”应
该少吃三种水果。

一、猕猴桃通便但“烧心”
猕猴桃可以通便，富含维生素 C，

被称为“水果之王”，但是专家提醒，
猕猴桃属寒性，过食损伤脾胃的阳气，
会产生腹痛、腹泻等症状。

另外，猕猴桃中所含的大量维生
素 C 和果胶成分，会增加胃酸、加重
胃的负担，产生腹痛、泛酸、烧心等症
状，天气寒冷时症状还会加重。在目前
这样寒冷的季节里，胃病(脾胃阳虚)
患者应当少吃甚至不吃猕猴桃。

二、鲜枣好吃但枣皮扎胃
冬枣有天然“维生素丸”之称，专家

提醒，鲜枣不宜吃太多，否则会伤肠胃。

这是因为大枣的膳食纤维含量很
高，一次大量摄入会刺激肠胃，造成胃
肠不适。膳食纤维大部分存在于大枣的
枣皮中，而大枣的枣皮薄而坚硬，边缘
很锋利，如果胃黏膜刚好有炎症或者溃
疡，会加重疼痛和不适。

三、山楂开胃易致结石
很多人觉得山楂开胃，酸甜可口，

因此一不小心就会吃很多。但专家提示
说，脾胃不好的人少吃山楂，过量吃山
楂有可能导致胃结石。

因为山楂中果胶和单宁酸含量高，
接触胃酸后容易凝结成不溶于水的沉
淀，与食物残渣等胶着在一起形成胃结
石，结石可引起胃溃疡、胃出血，甚至胃
壁坏死和穿孔。但是把山楂煮熟了吃会
减少单宁酸的影响。 健康网

三种水果加重老胃病

在我们周围，捧着手机、平板电脑
的“低头一族”越来越普遍。长时间低
头造成颈项部肌肉劳损，进一步可导
致颈椎病的发生。

颈项部肌肉劳损通常仅表现为颈
肩部肌肉酸痛不适，人们大多不以为
然。其实，脊髓受压所致的颈椎病在严
重时，通常一次不经意的外伤就可能
导致瘫痪。我们医院的颈椎专病门诊
就收治过不少这类患者。

为什么颈椎病竟能导致瘫痪？我
们发现，这类患者都是因为颈椎病变
而出现脊髓损伤。造成损伤的罪魁祸
首正是不知不觉、长期低头所致的颈
髓压迫。平时症状不严重是因为脊髓
尚可耐受压迫，而当发生迎面摔倒或
追尾车祸时，颈椎极度后仰，此时脊柱
内韧带骤缩，颈椎管空间瞬间减小，在
原有脊髓压迫的状态下，就会引起脊
髓损伤，重则导致瘫痪。

这种颈椎病在医学上叫脊髓型颈
椎病，好发于 40～60 岁以上人群，早

期仅表现为颈部酸痛不适，时有手指或
上肢麻木，严重的伴有上肢无力，握筷、
写字等精细功能受损，由于不会引起严
重疼痛，常常被忽视。

对于早期、轻型脊髓型颈椎病，正确
的防治原则是平衡筋骨，具体可通过正
规脊柱专科医师进行理筋按摩及自我功
能锻炼来实现。这里推荐一组简单有效
的动作：扩胸–耸肩–仰颈。每个动作重
复三次，此为一组，每次运动做 10 组，
能够治疗和纠正低头含胸、侧卧睡姿等
不良姿势造成的颈肩损伤和筋骨失调。

人体颈椎肌肉附着在胸椎和胸廓上，
扩胸可以帮助拉伸胸廓周围肌肉，恢复胸
廓骨关节的协调性；耸肩有助肩颈肌肉恢
复弹性，以保证颈椎关节协调运动；仰颈
运动与“低头”这类慢性损伤的姿势相
反，可放松颈椎后方肌群，拉伸颈椎前方
肌群并恢复其弹性。每个动作重复 3次，
可以利用运动的惯性增加运动幅度，同时
又不会增加肌肉拉伤风险，使康复锻炼变
得高效而且安全。 生命时报

三个动作给颈椎松绑

为了身体健康，为了减肥运动，不
少中年老人或年轻人喜欢晨跑。既然
是晨跑想必大多朋友都没有吃早饭，
健康专家认为，空腹跑步害处多，另外
有的人早上没有时间跑步，就会把锻
炼的时间放在了晚上。但在晚上跑步
是需要在一些事情上多加留意的。接
下来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下关于早晨空
腹跑步和晚上跑步的注意问题。

早上空腹跑步害处多
尽管很多人都知道空腹跑步是不

好的，但大部分的运动者对此都并不
注意。健康专家认为，空腹跑步、空腹
运动对人体的伤害很大。因此，我们正
常的运动是需要能量来维持，而我们
人本获取能量主要来自食物当中，如
果空腹进行跑步运动，那么维持运动
的能量就只能依靠消耗脂肪了。这也
是人们常常推荐通过运动而减肥的原
因之一。除此之外，空腹运动会导致人
体血液当中的游离脂肪酸明显增高，
如果游离脂肪酸过量的话，就会出现
损害心肌的“毒物”，该“毒物”往往
就是导致人心律不正常，甚至出现猝
死情况。

晚上跑步的人要谨记五个事项：
因为工作的关系到，很多人都没

有办法进行晨跑，于是就改成在晚上跑
步，而在晚上跑步应该与晨跑有所区别，
否则可能会产生一些安全隐患，给自己
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一是要随身携带手电筒。比方说戴
上有顶灯的帽子、穿上配照明灯的马甲。
如果没有这么专业的设备，手里拿个手
电筒也可以。

二是要注意路上的交通安全。最好
穿色彩鲜艳的衣服，或类似于交警的有
反光条的运动外衣。还可以在身上佩戴
一个小镜子，确保别人能看见自己。在马
路上跑步要注意车辆，在山路上跑步也
要注意可能突然出现的骑车人。

三是最好选择熟悉的路锻炼。比方说
选择白天跑步时的道路。如果在不太熟悉
的环境中跑步，要记住沿途的主要标记。

四是跑步时尽量把脚步抬高。有时夜
晚的灯光会让人在视觉上对高度和深度
产生一定的错觉，从而加大了跑步者摔倒
的几率。一开始跑步时就适当抬高脚步，
逐渐就能让自己熟悉这种跑步姿势。

五是最好别戴着随身听跑步。晚上
跑步与白天相比毕竟有一定危险性，跑
步者的视线在夜间已经受到了影响，因
此最好保持其他感官特别是听觉的完全
敏锐性。 健康网

晚上跑步谨记五要点

每年的初秋季节，正是新鲜葡萄
大量上市的时候。日前，笔者到郊区灰
河乡葡萄种植专业户采访时，有着 20
多年种植葡萄经验的主人说，葡萄不
仅酸甜可口，而且营养丰富，很受消费
者的欢迎。他提醒大家，常吃葡萄有益
健康，但如果食用不当会导致身体不
舒服，甚至可以致病。为此，他提醒大
家吃葡萄时要注意三个禁忌。

一是吃葡萄后一定要漱口。有些
葡萄含有多种发酵糖类物质，对牙齿
有较强的腐蚀性，食后一定要漱口，以
免口腔中的葡萄残渣造成龋齿。

二是吃葡萄后不要立刻喝水或喝
茶。葡萄有通便润肠的功效，吃完葡萄
立即喝水，会造成葡萄与水、胃酸急剧
氧化、发酵，加速肠道的蠕动，就会产
生腹泻。虽然这种腹泻不是细菌引起
的，泻完后也会不治而愈，但还是会对
身体造成一定困扰，对肠道健康也是
不利的。

三是吃葡萄时不要与牛奶、海鲜同
食。葡萄含有维生素C,牛奶里有些成分会
和葡萄里的维生素C反应，对胃很有伤
害，两样同时食用也会拉肚子，严重时还会
呕吐。所以，吃完葡萄最好不要喝牛奶。

在吃海鲜的同时吃葡萄、山楂、石
榴、柿子等水果，也会出现呕吐、腹胀、腹
痛、腹泻等症状。这是因为葡萄中含有较
多的鞣酸，鞣酸遇到海鲜中的蛋白质和
钙就会凝固，沉淀成一种不易被肠胃消
化吸收的物质。

我国有句顺口溜“吃葡萄不吐葡萄
皮”。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这句顺口溜
是由科学道理的。因为葡萄皮和葡萄籽
聚集了葡萄中大部分营养，吃葡萄时最
好整颗吃，也可以把葡萄连皮带籽榨成
汁饮用。

另外，葡萄性偏凉，不能一次吃得过
多，特别是胃寒的人一次吃太多很容易
引起腹泻。

殷修武

葡萄味道美 吃对营养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