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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提示

适合素食者的补铁食物适合素食者的补铁食物

老花镜究竟能不能老花镜究竟能不能
买路边货买路边货

营养健康

小扁豆 素食主义者的菜单里不能没
有小扁豆，它不仅富含纤维和蛋白质，还可
以降低胆固醇，铁元素含量也非常高。有研
究称，大概十二咖啡匙的小扁豆就可以满足
一位女性每日所需铁含量。

无花果 除了含有大量的铁，无花果还
富含维生素A和B，而且热量低，因此成为
了专家建议的补铁首选之一。,如果买不到
新鲜的无花果，吃无花果酱和无花果干也可
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芝麻 小小的芝麻无法成为果腹充饥
的主食，但它的铁含量却十分丰富，对于缺
铁的人来说必不可少。因此，享用蔬菜沙拉
时一定不要忘了撒点芝麻，既增添美味又补
充营养。

开心果 既可以补充铁元素，还可以降
低胆固醇。赶快把家里的零食薯片换成开
心果吧！

羽衣甘 蓝富含抗氧化成分、维生
素，当然还有铁元素。冬天是品尝羽衣甘
蓝的最佳季节，在面食或炖菜中加上一点，
口感会非常棒。 据《经济日报》

河北省邯郸市第三医院医学验光配镜
科程月樱提醒广大老年朋友，不要在路边
随意买副老花镜就戴上，一定要到正规医
院进行检查后再配上适合的老花镜。

1.详细检查排除眼病，老年朋友出现视
力下降一定要详细检查排除青光眼、白内
障、眼底病等相关眼病，还要观测血压血糖
是否正常。未雨绸缪总是能及时发现问题
的，早发现早治疗。不把自己的身体零件
当回事儿，欠下的账早晚都得还回来。

2.精准验光，量身打造 就像世界上没
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一样，人的两只眼
睛也不会完全一样，需要的花镜度数也不
会完全一样，两只眼睛散光的度数和位置
也各不相同，想要两只眼睛都清楚，都舒服，
还要量身定制才行。不合适的老花镜除了
看东西不清楚不舒服以外，还会眼睛疲劳、
花的更快。

3.精确瞳距，路边的老花镜一般都是根
据模具大小批量生产的，款式、大小、瞳距是
固定的规格。人的面部特征千差万别，双
眼的瞳孔距离也大小不一，现成的花镜可
能会因瞳距过大或者过小而引起戴镜不适
和视物不清。

4.材质优良，路边廉价老花镜质量不能
保证，材料和透光率均没有保障，度数不一
定准确，更有甚者放大倍率不均匀，看多了
引起眼疼、流泪。

5.定期更换，随着年龄的增长，花眼的
程度会越来越高，这就需要定期复查，一旦
有变化要及时更换。

复方甘草片具有良好的镇咳祛痰效
果。不过，复方甘草片并非人人都能吃，以
下人群出现咳嗽就不宜服用：

1.新生儿、婴儿慎用，一般建议3岁以下
小儿不可服用本药；2.孕妇及哺乳期妇女禁
用；3.对复方甘草片成分过敏者禁用；4.有前
列腺肥大，排尿困难的老年人慎用；5.长期
嗜酒且有酒瘾者、平日情绪不稳定者、胃炎
及胃溃疡患者，不宜服用复方甘草片。此
外，正在服用强心苷类药、降压药、降糖药的
患者，也不宜同时服用复方甘草片。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复方甘草片不宜长
期服用。这是因为其中的阿片成分是一种
易引起人体依赖性的药物，尽管其在复方甘
草片中含量较低，但若长期、大剂量服用也
会成瘾。因此复方甘草片在咳嗽症状减轻
后就应及时停药，不宜长期服用，如服用3～
7天症状未缓解，请及时咨询医师。 曾慧琳

咳嗽不要随便吃甘草片咳嗽不要随便吃甘草片

小验方

医生提醒

睡觉真的是最好的感冒药

小火慢炖不是越慢越好小火慢炖不是越慢越好

““超时老汤超时老汤””或可引发多种疾病或可引发多种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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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逐渐变暖，减肥降重就成了一个
热门话题。禁食由于能够收到立竿见影
的减肥效果，受到不少人热捧。但专家却
提醒人们快速减肥可能危害肝脏健康。

“吃饱有劲好减肥。”别以为这是一句

戏言！要减肥减重，还真得科学合理安排
好膳食，不吃饭减肥不可取。陆军军医大
学陆军特色医学中心消化内科主任陈东
风指出，禁食、过分节食等一些快速减肥、
快速降重的做法，或许会导致脂肪肝。

粗暴减肥减出脂肪肝

减肥前提别丢了健康

“只有科学的减肥，才能既甩掉身上多余的脂肪
和赘肉，又防止因过快减肥而引发脂肪肝。”陈东风
说，应放弃以节食、断食为方式的短期快速减肥法。
对身体补给的突然断粮，犹如一脚刹车，对身体无
益，对减肥也是弊大于利。

文良志指出，减肥是为了健康。“管住嘴迈开腿”
作为减肥的主要方向，是基本正确的。因此，减肥时
可把“管住嘴”变为“管理嘴”。即在饮食方面不宜提
倡节食，而是提倡科学的膳食结构，偏素不纯素，减
少高脂饮食，多吃粗粮、谷物等高纤维食物和脱脂牛
奶、鱼虾等低脂食物。“迈开腿”也要因人而异，每个
人根据自己不同的情况，制定合理的运动计划。肥
胖超标严重，且本身就懒于运动的人，要加大运动
量。而本身就有运动习惯的人，可以适当增加运动
量。

“减肥既是意志力的考验，也是智慧的考验，效
果可能会因人而异。减肥要拒绝‘旁门左道’，这样
才能减出健康的身体，而不是减了肥胖丢了健康。”
陈东风说道。 据《科技日报》

陈东风曾经接触过一位患者，该患者
产后 8 个月，为了快速恢复原先姣好的身
材，上网搜罗后给自己制定了一套快速
减肥方案：清汤寡水，拒绝主食，晚餐禁
食。对自己“残酷无情”3 个多月后，不但
体形恢复到怀孕前的样子，体重也降了
15 斤。然而，几个月后的一次例行体检，
该患者却被查出了脂肪肝。

“胖子专利”的脂肪肝，怎么会降临
到这位偏瘦的患者身上呢？明明在减
脂，为啥还会有脂肪肝？

“快速减肥的例子屡见不鲜，有不吃
主食减肥，有靠饥饿减肥，还有超负荷运
动减肥，更有运动加饥饿联合减肥。”陆
军军医大学陆军特色医学中心消化内科
主治医师文良志说。

这些“粗暴”的减肥方式，都可以归
结为“脱水式”减肥。减肥引起的脂肪
肝，与常见的营养过剩脂肪肝最大的区
别在于，减肥者患的是营养不良脂肪肝。

“其实，脂肪肝不仅与胖瘦有关，也
与代谢紊乱密不可分。”陈东风说，脂肪

肝形成的 8 种因素中，快速减肥也是其

重要的诱因。这是因为身体长期处于饥
饿状态时，就无法获得必需的能量和脂
肪燃烧时所需要的活性氧化酶，它就会
自动调节，调动其他地方的脂肪、蛋白到
肝脏转化成能量。大量的脂肪酸进入肝
脏，加之机体缺少必要的酶和维生素，导
致脂肪在肝脏内滞留，长此以往形成脂
肪肝。

蛋白质、热量摄入不足，甚至无摄
入，会导致肝脏代谢紊乱。在能量不足
的情况下，肝脏要运转，自然会通过其他
渠道生产自身所需营养和能量。这样就
会有大量的游离脂肪释放到血液中，在
肝细胞中蓄积，但是肝细胞膜上脂蛋白
表达减少和功能下降，导致蓄积的脂肪
酸不能顺利转出，于是就会引发营养不
良性脂肪肝。

陈东风提醒，年轻女性的脂肪肝发病
率在近年来呈快速增长态势，这或许是
因为女性为追求“骨感美”，对减肥降重
的期望值过高，因此对自己更“狠”，要求
快速减肥。其实，这种过快过急的减肥
降重很危险。

减肥也要讲科学 不当或致脂肪肝

感冒是一种常见的急性上
呼吸道病毒性感染性疾病。临
床表现为鼻塞、喷嚏、流涕、发
热、咳嗽、头痛等，多呈自限性。
大多散发，冬春季节多发，但不
会出现大流行。

目前对于感冒没有特效药，
感 冒 药 只 是 可 以 缓 解 感 冒 症

状。一般治疗包括注意休息，多
饮水，饮食要容易消化，注意通
风等。最本质的“治疗”，还是得
靠身体的免疫力来清除病毒感
染。那么多休息、多睡觉真的可
以加速感冒恢复吗？

免疫系统是人体中的一个
重要系统，它可抵御外界中的细

菌、病毒等有害物质，让人的身
体免受伤害。而在免疫系统中
起着关键作用的，就包括一种称
为 T 细胞的白细胞，这种细胞能
识别出人体中的有害物质，继而

“拉响警报”，刺激人体中的黏性
蛋白质——整合素，将细菌、病
毒杀死，维护身体健康。

白天里，人需要工作、学习，
在生活压力之下，人体中的肾上
腺素水平会升高，阻碍免疫活动
的特定信号分子也会随之增多，
在这种情况下，免疫系统的工作
效率会降低，抗病能力也会减
弱。而到了晚上，人体进入睡眠
状态后，肾上腺素水平会降低，
阻碍免疫活动的特定信号分子
也会减少，免疫力会得到增强，
抗病能力也会提高。

此外，在抗感染过程中，杀

手 T 细胞打的是贴身肉搏战，需
要附着在被病毒感染的细胞（也
就是靶细胞）上，才能做出有效
的反应。而 T 细胞与靶细胞之
间的附着，就取决于 T 细胞表面
的整合素，只有在整合素的帮助
下先拽住被病毒感染的靶细胞，
T 细胞才能做出有效的免疫反
应。

通过对比分析，研究人员发
现，那些晚上处于睡眠状态的人
中，T 细胞表现出了更高的整合
素活跃度。也就是说，晚上拥有
充足睡眠的人，T 细胞活力更
高，抗病能力更强，身体免疫力
也更高。

所以为了尽快地从感冒中
恢复过来，保持良好的睡眠就非
常重要，睡觉真的可以治疗感
冒。 据《经济日报》

煲汤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
史，通常人们煲汤时讲究小火
慢炖，使食物中的营养成分有
效地溶解在水中，使人能更好
消化和吸收。有的人认为炖煮
的时间越长，其中的“精华”才
能 被 煮 出 来 ，营 养 价 值 才 越
高。但其实，在高温下长时间
烹煮，食物中的很多物质会发
生改变，甚至遭到破坏。这到
底是怎么回事呢？

一方面，煲汤时间过长，容
易造成食物的营养流失。就肉
汤来说，煲汤时间越长会导致
蛋白质含量越低。

对于骨头汤来说，煲汤时间

越长，也不会像人们想象得那
样，汤中的钙含量越高。中国
注册营养师陈彩霞解释，骨头
中的钙是以磷酸钙的形式存在
的，几乎不溶于水。就算经过
再长时间，汤中的钙含量还是
很低。

而对于鱼汤来说，煲汤太久
反倒还会破坏其中的营养。用
鱼煲汤的时间以短为好，因为
鱼肉较细嫩，只要汤煮到发白
就可以了，再继续炖不但营养
会被破坏，鱼肉也会变老、变
粗。

另外，煲汤时间过久还会在
不同程度上损伤食物中的维生

素。如果汤里要
放蔬菜，必须等
汤煲好以后再加
入，以减少维生
素的损失。

煲汤时间过
长不仅会导致营
养流失，另一方
面，还会增加人
体疾病危险。由
于 炖 煮 时 间 过
长，肉汤和鱼汤
中嘌呤、脂肪含
量高，易引发高血压、痛风、慢
性肾病等疾病。炖汤中如果加
入绿色蔬菜，炖煮太久会使钾

和草酸盐含量升高，慢性肾病
患者饮用后，会增加肾结石的
风险。 据《健康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