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杨代灿/校对：杨代灿/组版：邓小晖 ANSHUN DAILY 健 康 5 2019年6月12日 星期三

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熬夜耗伤肝血
肾阴，不利于身体健康。但是很多需要
值班的工作必须熬夜，尽量减轻熬夜对
身体的伤害就显得格外重要。

动：忙里偷闲舒筋活血

夜班时，可以忙里偷闲做几个简单
的动作，舒展筋骨，条畅气血。

【推荐动作】
背后手扣手 拉伸、锻炼、放松颈

部、肩部、背部肌肉，缓解颈肩背部的僵
硬疼痛。适合电脑一族。每次扣手后
坚持20秒，两边各做5次。

金鸡独立 锻炼平衡能力，并有引
气血下行，疏通经络的作用。直立，放
松膝盖和脚踝，全身力量放在左脚上，
抬起右脚，足心放在左膝盖内侧，双手
合十于胸前。先睁眼做，保持10秒钟，
然后换脚，循序渐进，直至1分钟，习惯
睁眼做后，慢慢训练闭眼做。做完后拍
打放松膝盖。

深蹲 能强健心肺功能，锻炼下肢
肌肉。深蹲注意事项：下蹲时深吸气，

缓慢屈双膝，下蹲，到大腿平行于地面，
膝关节不要超过脚尖，让背部保持笔
直，或微微前倾。

吃：熬夜的人群吃什么 ?

简单来说，就是富含蛋白质维生素
的食物。从中医角度来说，熬夜容易伤
阴生虚火，所以，应该多吃滋阴润燥的
食物。

需要熬夜时，晚餐应该吃富含B族
维生素和蛋白质的食物，如动物的肝
脏、瘦肉、牛奶、鱼类、豆制品、绿色蔬
菜、水果等。如果要吃宵夜，推荐全麦
面包，各种粥类。少吃高糖高盐的甜
食、饼干、西式快餐等食物。

【推荐食物】
百合燕麦粥 百合性味甘寒，可

养心润肺，清热生津，适合熬夜虚火
旺的人，燕麦能补养心脾，有降血脂、
降血糖的作用，而且燕麦富含膳食纤
维，可以促进胃肠蠕动，防止便秘的
发生。

杂豆浆 可以用黄豆、绿豆、赤小

豆、花生等泡4到6小时后，打出杂豆
豆浆。豆浆富含蛋白质，可以清热滋
阴，养胃润肠，适合熬夜的人群服用。

喝：茶与咖啡哪个更合适 ?

可能有的人会纠结，熬夜的时候，
茶与咖啡，哪个更合适?我今天就明确
告诉您，喝茶更适合。喝咖啡容易导致
钙质流失，还有B族维生素的损失，而
身体缺乏B族维生素的话，更会觉得疲
乏困倦、头昏脑涨。

【推荐食物】
绿茶 喝绿茶能提神醒脑，清热解

毒，而且茶叶中还有抗辐射的成分，对
于盯着电脑熬夜的上班族大有裨益。

枸杞菊花茶 有一句话叫枸杞与菊
花，天生是一家。枸杞滋补肝肾、益精
明目，菊花能养肝阴、平肝阳、清肝火，
熬夜容易伤阴上火，枸杞滋补肝肾阴
血，菊花可以清热养阴，对于熬夜的人
真是适合。

可能的话，熬夜的人可以喝点蔬菜
汁或者水果汁，既能养阴，又能润肠通

便，防止因为熬夜上火引起的便秘。

护：熬夜后皮肤晦暗怎么办？

晦暗怎么办?好多需要熬夜的人群
会抱怨，熬夜后皮肤干燥、粗糙、晦暗无
光，弹性差。因为熬夜时，皮肤会出现
水分和养分的过度流失，所以晚餐时要
补充含维生素和胶原蛋白的食物，利于
皮肤恢复弹性和光泽，晚餐不吃辛辣食
物、戒烟酒。

需提醒的是，熬夜过后不能倒头
就睡，应先清洁皮肤，涂上保湿霜再
睡，否则不利于皮肤的恢复，眼部也
容易出现细纹。如果熬夜后眼睛周
围浮肿，有黑眼圈，可以用湿的茶叶
包敷眼周，用来消除眼部浮肿，淡化
黑眼圈。

【推荐方法】
贴敷面膜 补胶原蛋白除了食疗以

外，贴敷胶原蛋白面膜是比较好的方
法。因其含有丰富有益氨基酸，能为皮
肤提供养分，提高皮肤自身免疫力，营
养肌肤，平复皱纹，清污垢、粉刺。

熬夜伤怎么降？
中医教你做好四件事

“每到春天，心脑血管病患者就
会觉得心慌、胸闷。”北京中医药大
学东直门医院心内科主任、主任医
师鲁卫星教授分析，这是因为春天
万物复苏，容易引起人情绪上的兴
奋，进而增加心脏负担，同时，春季
天气忽冷忽热，昼夜温差大，血管收
缩强烈，对心脏也有影响。再者，如
果患者不注意保暖，出现感冒发烧，
免疫力下降，也会影响心脏的正常
工作。“这些因素都可能诱发心脑血
管病”。

很多心脑血管患者喜欢喝茶，不
妨尝试自制两款山楂茶：银杏山楂茶
和丹参山楂茶。

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周超凡
解释，银杏和丹参都有助于改善脑或
心脏的血循环，增加血流量。其中银
杏主要用于治疗脑血管病，银杏叶提
取物作为中药原料对高脂饮食所致
的高脂血症具有较好的预防作用。

丹参则多用于治疗心血管病，保护心
脑血管。

丹参山楂茶

丹参山楂茶具有活血化瘀的功
效。将丹参10克和山楂15克清洗干净
后切成片，放入锅中，加适量清水，先将
水烧开，然后文火煎煮15分钟左右。最
后滤取汤汁，一天分两三次服用。对心
脑血管的血流量有改善作用。

银杏山楂茶

将银杏叶 6~8 克用清水洗净，用
冷开水再清洗一次，用刀切碎，备
用。15克山楂清洗干净，若是山楂子
打碎，山楂肉切碎。将喜欢的茶叶，
如龙井、普洱茶、铁观音等，根据个人
口味，放进茶壶中，热开水过洗1次，
接着加入银杏叶和山楂，用水浸泡。
每天可饮用 1～2 次。这两种茶对于
血脂偏高的人，尤为适宜。

两种山楂茶养护心脑血管

现在，市场上“养护头发”的产品
越来越多。鲜为人知的是，调整饮食
也能起到一定作用。近日，美国

“MSN健康生活网”载文，总结“食物
中的护发高手”。

鸡蛋。头发的主要成分是蛋白
质。鸡蛋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还有
大量生物素。这些营养素能防止脱
发，促进头发的生长。此外，有研究发
现，蛋黄里含有一种“毛发生长刺激
剂”，有助毛发细胞的修复和生长。

胡萝卜。胡萝卜可以刺激头皮分
泌一种天然的皮脂油，能让发根保持

健康。此外，胡萝卜还富含胡萝卜素，
其能在人体内转化为维生素A，这种
营养素能够改善头皮干燥等问题。

核桃。日光照射可能让我们的头
发变得干枯毛糙，而核桃富含的欧米
伽3脂肪酸和维生素E可以减轻日光
给头发带来的损伤。此外，核桃等坚
果中丰富的铜元素还能帮你保持健康
自然的发色。

柑橘类水果。橙子、橘子等柑橘
类水果富含的维生素C，有助预防头
发分叉、粗糙。这类水果还能刺激发
囊周围的毛细血管，预防脱发。

哪些食物是护发高手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研究者近日
发现，用瓶装水代替自来水来泡绿
茶，能获得更多的健康益处。

EGCG是存在于绿茶中的一种
天然抗氧化剂，它对大脑和心脏都有
好处。研究人员将2.5克绿茶放入预
热的盖碗茶泡茶容器中，加入125毫
升80摄氏度的水，煮开绿茶浸泡液3
分钟后，用细滤网过滤。此时，研究

人员对茶水中的EGCG含量进行了
测量，结果显示，用沸腾的自来水煮
制的绿茶中，ECGC含量急剧下降，
相比之下，用瓶装水冲泡的绿茶
ECGC含量是前者的2倍。

研究人员认为，瓶装水因过滤
了自来水中的钙、镁和铁等物质，
煮绿茶时可以保留住更多的抗氧
化剂。

瓶装水泡绿茶健康益处更多

本版据人民网

米饭是我国最常见主食之
一，通常是大米加水蒸熟或煮
熟。其实用牛奶豆浆煮饭，不仅
更可口，还会提高营养价值。

豆浆代替水煮饭，豆香四
溢。豆浆含有丰富优质蛋白，并
且可以补充米饭缺少的赖氨酸；
同时米饭含有约7%~8%的蛋白
质，其中所含的蛋氨酸能够弥补
豆浆缺乏的。洗净的米中倒入
豆浆后，要搅拌一下，以防大米
结成团。需要注意，煮饭时，豆
浆的量要多于水的用量。同样
200克的米，如果用水煮，加260
毫升就可以了；如果用豆浆煮，就
得用 300 毫升。用来煮饭的豆
浆，一定是比较稀的。如果豆浆
浓度太高，可以加水稀释，否则煮
饭容易发硬。

牛奶含钙和氨基酸丰富，煮
饭能大幅度提升米饭的营养价
值。但纯牛奶煮饭会与浓豆浆煮
饭一样，出现煮熟发硬的情况。
因此应先将牛奶加水稀释，或者
用奶粉加水均匀混合后煮饭，米
饭有奶更有营养。

除了煮饭，很多面点以及菜
肴也都可以用豆浆牛奶来代替
水，比如馒头、蛋羹或者汤羹等。

可以通过饮食预防癌症吗?近
日，美国塔夫茨大学人类老年化营
养研究中心副主任和高级科学家
Xiang-Dong Wang 在 Cancer
Prevention Research 期刊上发
表一项研究，证明番茄中的番
茄红素有助于预防癌症，特别
是降低肺癌、肝癌和结肠癌的
发生风险。

研究人员证实，富含番茄红素
的番茄粉能够有效地降低小鼠的
脂肪肝、炎症和肝癌的发生风险。
而通过在人体中开展的随机临床
试验，研究人员认为，摄入富含番
茄红素的天然食物可能比分离或
纯化的番茄红素更能够有效预防
癌症。

“番茄中含有番茄红素，有一
定的抗肿瘤作用，每日摄入番茄红
素可显著降低肝癌发病率。”中国
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临床营养室
孙建平营养医师说，许多实验室研
究已表明，番茄红素是一种有效的
抗氧化剂、抗炎剂和抗癌剂。吃富
含番茄红素的番茄或番茄制品，能
够降低心血管疾病、骨质疏松症、
糖尿病和某些癌症(包括前列腺
癌、肺癌、乳腺癌和结肠癌)的发生
风险。

孙建平介绍，番茄红素是一种
天然存在的色素，最丰富的来源是
番茄。其他食物，如番石榴、西瓜、
木瓜和甜红辣椒，也含有番茄红
素，但与番茄相比浓度要低得多。

番茄红素属于植物活性物
质，一般植物活性物质都具有有
效的抗氧化剂，且多项研究表明，
抗氧化剂也具有一定的抗肿瘤作
用。孙建平告诉记者，富含抗氧
化剂的食物包括：富含胡萝卜素
类食物;谷物和豆类(包括高粱、小
米、特别是大豆);十字花科蔬菜;
葱属蔬菜(洋葱、大蒜、大葱和韭
菜)等。

但孙建平提醒，研究主要集中
在基础研究，而人体的状态非常复
杂，绝对不能说吃某种营养物质就
一定能抗癌。抗肿瘤需要精神、活
动、环境、饮食和其它因素的共同
作用，只有身体状态好，免疫力正
常，才有可能避免癌症的发生。

盐吃多了，除了口渴，身体在短期内
还会表现出5种现象。近期，美国《预防》
杂志对这些现象进行了总结，解放军总
医院第八医学中心营养科主任左小霞给
予了进一步解读。

1.水肿。如果体重没有增长，但突然
感觉戒指小了或眼睛肿了，就很有可能
是水肿造成的，也就是机体在组织间隙
里积存了过多的水，且无法通过排尿等
方式排出。左小霞表示，水肿是一种全
身性表现，不止是手和眼睛，脸、腿、胳膊
等都可能发生。盐吃多了会水肿，但出
现水肿也可能是心源性疾病、肾源性疾
病的表现，要综合自身状况来判断。

2.嘴干。在食用高盐食物，比如薯
片、炸鸡等之后，马上就会有口渴的感
觉。这是因为体内盐和水的电解质平衡
被打破。为恢复平衡，大脑会发出口渴
的信号，让你喝水。左小霞提醒，吃高盐
食品时，不要舔手指，否则又额外摄取了
手上的盐；吃咸的食物要备着白水，边吃
边喝水，使肾脏慢慢排泄掉多余钠和钾；
不要在最渴的时候卯足劲喝上一大瓶，
也不要喝甜饮料，否则反而会增加肾脏
负担。

3.头痛。《英国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
研究成果表明，与每天摄入1500毫克钠
的人相比，每天摄入3500毫克钠的人头
痛的可能性更高。摄入钠过多会增加血
管的压力，引起脑水肿，甚至挤压神经，
从而造成头痛。减少钠摄入量即可有效
改善头痛。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
究表明，如果将食盐日摄入量从9克减少
至3克，可使头痛几率降低31%。

4.总想排尿。盐吃多了就想多喝水，
从而尿意频繁。当摄入过多的盐时，负
责排泄钠和钾的肾脏就会加班加点地工
作，以清除多余的钠钾成分，从而导致频
繁跑厕所。

5.反应变慢。吃过多的盐会让细胞
脱水，人在缺水状态下很难集中注意力
思考。发表在美国《营养学杂志》上的一
项研究显示，与体内有充足水分时相比，
轻度缺水会造成女性在注意力、记忆力、
推理能力和反应时间测试中的表现变
差。此外，缺水还会让人的情绪一落千
丈。左小霞表示，这可能因为高盐摄入
会增加高血压风险，从而影响思维。

左小霞提醒，《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16）》推荐每人每日盐摄入量小于6
克。长期摄入过多的盐不仅容易导致血
压升高、肾脏疾病，还加速钙的流失，造
成骨质疏松。因此，无论是做菜还是吃
零食，都要注意控制钠的摄入。

盐吃多了
身体啥样
手指肿、排尿频、反应慢！

常吃番茄可降低肝癌风险

用豆浆牛奶煮米饭
更有营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