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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新知健

众所周知，酸奶可以帮助消化、
强健骨骼、提升免疫力等，不过，科
学家们为酸奶的好处又加上了一条
——助“性”。研究人员为了研究酸
奶和肥胖之间的关联，对40只雄性
白鼠和40只雌性白鼠进行研究。
研究人员把白鼠的饮食分成三组：
高脂肪低营养的垃圾食品、典型的
啮齿动物食物和香草味的酸奶。

结果，研究人员惊讶地发现，
吃酸奶的白鼠明显性欲更强。其
中，雄性白鼠的睾丸比其他正常饮
食的白鼠睾丸重5%，比吃垃圾食

品的白鼠睾丸重15%。而且，吃酸
奶的雄鼠能更快让雌性怀孕，并且
生出更多的幼鼠。

看起来，酸奶让这些白鼠更加
“耀武扬威”，其中的益生菌给了白
鼠交配上更多的自信。既然如此，
是不是男人多喝点酸奶就具有同
样的效力呢？极有可能，尽管这一
结论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但是，健
康的饮食的确能够让我们的身体
更加健康。因此，不妨每天给爱人
一杯上好的酸奶，为你们的健康和
性事加分。 （据新华网）

酸奶为男人助“性”

美国一项新研究发现，减肥后
体重反弹并不断反复，会增加中老
年女性发生心脏病的危险。

美国维克森林大学研究人员
对100名绝经肥胖妇女参试者进行
研究。这些妇女参加了为期5个月
的减肥项目，平均体重减轻了25
磅（约合11公斤）。之后，研究人
员对参试者展开了为期一年的跟

踪调查。
结果发现，虽然减肥后，这些

妇女的胆固醇、血压、甘油三酯和
血糖等指标都有改善，但是体重反
弹之后，这些指标又会恢复到减肥
前的水平，甚至更高。

研究人员表示，体重反弹反而
加大了糖尿病和心血管病的发生
风险。 (据健康报）

减肥反弹增加心血管病风险

许多心脏病患者在胸痛发作
时都会服用止痛药，但英国的一项
研究显示，疼痛是刺激人体进行自
我修复的表现，滥用止疼药会干扰
这一过程。

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等科研
机构的研究人员发现，心脏病发
作时，心脏神经系统会产生疼痛
反应，并会释放一种名为“P物
质”的分子，它会激发身体的自
我修复能力，将骨髓中的干细胞

移动到心脏缺氧的受损部位。接
着，干细胞形成新的血管，为心
脏提供新鲜的血液。

布里斯托尔大学的保罗·马代
杜教授表示，使用止痛药抑制疼痛
后，上述修复过程就不能正常进
行，从长期来说，不利于患者康
复。此前的研究也表明，心脏病发
作时使用吗啡等止痛药的患者，总
体死亡率比不用止疼药的患者
高。 (据福建卫生报）

心脏病发作别滥用止痛药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
海儿童医学中心一项儿童睡眠调
查发现：小学五年级学生仅一成睡
眠充足，儿童睡眠的“光暴露”问题
越来越严重。该中心儿童保健专
家江帆副教授呼吁：要保证儿童充
足的睡眠时间，就应把带来“光暴
露”的电视机、电脑等电子产品移
出儿童卧室。

据介绍，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课
题组科研人员对上海市10所小学
2249名五年级学生进行的调查发
现，在补偿睡眠时间超过l小时的
儿童中，睡眠质量不良的发生率高
达33.8%，超过平时与周末睡眠时
间均不足的孩子。江帆认为，儿童

补睡越多，提示他们日常睡眠不足
的现象越严重，家长更应保障孩子
平时的睡眠时间，而不是指望在休
息日大睡特睡。

调查还发现，与2005年相比，
我国儿童卧室内有电视或电脑的
比例分别从18.5%、18.3%上升至
30.4%、26.1%。江帆说：“睡前打游
戏、看电视、电话聊天等不良的睡
眠习惯都会降低睡眠质量。电子
产品带来的‘光暴露’问题，不仅会
抑制大脑分泌松果体素（一种有助
睡眠的荷尔蒙），也会因为让孩子
过度兴奋导致长时间停留在浅睡
眠状态。”

(据健康报)

“光暴露”污染儿童睡眠环境

有专家认为，咀嚼口香糖的
过程可“欺骗”大脑，使它封闭
饥饿感，实现减肥的效果。然而
最新研究发现，饥饿时咀嚼口香
糖并不利于减肥，且对健康无
益。研究发现，嚼口香糖的确可
以在短时间内使胃口变小，因为
口香糖含糖量很高，咀嚼过程中
糖分被血液吸收，可产生暂时的

饱腹感。但是很快更强烈的饥饿
感会再次袭来，造成过度饮食。

另外，如果一个人喜欢嚼口
香糖，那么他患胃炎、胃溃疡及
十二指肠溃疡的风险就会增加。
咀嚼会让胃液开始工作，然而胃
里没有任何食物，胃液只能侵蚀
胃黏膜。

（据中国妇女报）

饥饿嚼口香糖无益减肥

季提醒应

近一段时间，在年轻人的时尚圈
里兴起了一种称为“轻断食”的轻体
瘦身方法。同时，“轻断食”号称不仅
能减肥减重，还能清肠排毒。这个方
法真的有这么好的减肥、排毒效果
吗？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李园园建
议，还是要量力而行，因人而异。

并非所有人都适合
李园园解释，“轻断食”并不等

于绝食，而是以低能量的食物代替
正常的三餐，来实现促进肠胃排空、
缓解便秘、减轻体重等效果。

“一定要因人而异，持续的时间
一般在1~3天之间，有的人适合一个

星期进行一次，有的人却适合一个月
一次，以身体感觉不到不舒适为准。”
李园园认为，进行“轻断食”要循序渐
进，建议有一个缓冲期。在缓冲期内
可以适当减少高能量食物的摄入，而
慢慢过渡到“轻断食”时期的饮食。
并且“轻断食”结束后也不要马上吃
油腻的食物，可以先从粥、牛奶等逐
渐恢复。切不可操之过急，否则身体
容易出现很多不适症状。

李园园强调，不是所有人都适合
“轻断食”。“贫血、低血压、低血糖患
者等体质虚弱的人，都属于不适宜的
人群。而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超重或肥胖、便秘等患者，平时能量

摄入供大于求的人相对比较适宜。”

长期使用此法营养不良
“轻断食”期间的饮食需要富含

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能促进胃肠蠕
动预防便秘，在肠道中吸附多余的
胆固醇、脂肪酸等，防止脂类吸收过
多。另外，膳食纤维还可以吸附肠
道内的有毒有害物质、重金属、菌体
碎片等。所以“轻断食”对于清理肠
道有一定的作用。

李园园建议，“轻断食”期间，可
以选择酸奶、水果、蔬菜、蛤蜊、扇贝
等食用。

（据法制晚报）

瘦身当谨慎轻断食轻断食

一、川芎
说到川芎很多人可能不熟悉，

但大名鼎鼎的有着一千多年历史、
中医界称之为“妇科养血第一方”的

“四物汤”你肯定听说过吧，川芎就
是这“四物”中的一物。川芎有祛风
止痛、理气活血的功效，既为妇科主
药，又是治疗头痛良方，还能影响内
分泌系统，减轻乳房不适、心情焦虑
及沮丧等经前症状。

●四物汤
（适合月经不调、痛经女性饮用）
白芍药、当归、熟地、川芎各

10 克，加水 220 毫升，煎至 150 毫
升，空腹时热服。可以补血和血，
调经化淤，适合月经不调，来月经
时腰酸腹痛，面色萎黄者饮用。

二、当归
当归，被历代医家誉为“血中圣

药”。当归性温，入肝、心、脾经，有补
血活血、调经止痛、润肠通便的作
用。当归并非只适合女性使用，凡是
血虚、血淤的病人，表现为血虚头痛、
头晕心悸、面色萎黄、皮肤感染、血虚
肠燥便秘、虚寒腹痛等，都可一试。

●当归生姜羊肉汤
（适合阳虚体质者饮用）
当归、生姜各 10 克，羊肉 250

克-500克，加水后隔水炖或煲汤均
可。这一款特别适合寒冷季节食用
的“当归生姜羊肉汤”是1800多年前
的中医经典著作《金匮要略》中推荐
的。这款汤中当归有两个搭档，生
姜能温中散寒，发汗解表；羊肉则性

质温热，温中补虚。三者配合起来，
可温中补血、祛寒止痛，特别适合阳
虚体质者（脸色萎黄、畏寒怕冷、小
便清长、白带清稀且量多）饮用。但
对火大的人、湿气所致胃胀、腹胀以
及长期腹泻者并不适合。

●当归龙眼大枣汤
（适合失眠多梦者服用）
当归 10 克，龙眼 15 克，大枣 30

克，再加瘦肉250克，放入开水，用炖
盅隔水炖一个小时，即可饮用。有补
血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经常失
眠、多梦的人群服用。中医认为心主
血，经常熬夜、精神紧张的人，会暗耗
心血，血虚就会引起心慌、心跳、睡不
好、多梦。除了当归可以补血外，龙
眼干可补脾养血，红枣味甘性温、归
脾胃经补益中气，也有养血安神的功
效。不过，常口干舌燥、易上火、体质
较燥热的人不建议饮用。

三、阿胶
说到补血佳品，肯定绕不过阿

胶。阿胶性平味甘，归肺、肝、肾经，
具有补血、止血、滋阴、润肺的功效，
常用于治疗血虚面色萎黄、眩晕心
悸、心烦不眠、虚劳咳嗽、妇女月经
不调等症。

●阿胶排骨汤
（适合阴虚者服用）
阿胶 10 克、枸杞子 15 克、西洋

参 5 克、首乌 15 克、排骨 500 克。将
枸杞子、西洋参、首乌、排骨同时放
进砂锅里，加水适量，待水开后，再
将阿胶慢慢加入汤中，缓缓搅拌使
其融化，不要让阿胶黏锅。将排骨

炖熟，再加葱、姜、盐即可。适合阴
虚者（经常口渴、喉咙干、容易失眠、
心烦气躁、小便黄、大便干燥、虚不
受补）饮用，一周一到两次均可。

●阿胶八宝雪梨
（适合口干舌燥者服用）
阿胶粉20克、雪梨4个、净莲子

15克、薏米80克、桂圆10克、百合15
克、黑芝麻10克、核桃仁10克、冰糖
100克。将雪梨去皮掏核，然后把所
有材料放入梨腹中，撒上阿胶粉，盖
上盖炖1小时即可。这道菜以滋阴
润燥的阿胶和润肺止咳的雪梨为主
材，可以清肺化痰、润肺滋阴，最适
合秋冬干燥季节食用。

特别提醒：凡胃部胀满、消化不
良等脾胃虚弱者应慎用阿胶；患有
感冒、咳嗽、腹泻或女性月经来潮
时，也应停服阿胶；淤血未清和“三
高”患者不宜食用。

四、何首乌
中药何首乌有生首乌与制首乌

之分，直接切片入药为生首乌，用黑
豆煮汁拌蒸后晒干入药为制首乌。
我们通常用于补血的主要是制首
乌，有补肝肾、益精血、乌须发、强筋
骨的功效，适合血虚、肾虚体质的人
服用。

●首乌黑豆大枣汤
（适合血虚肾虚者服用）
首乌 30 克、黑豆 50 克、大枣 30

克、瘦肉250克，加适量开水后，隔水
炖一个小时。适合早早就白了头
发、易疲劳、记忆力差、经常掉头发、
睡眠差的血虚肾虚者服用。（陈辉）

寒冷天气里很多人都
会手脚冰凉，甚至全身发
冷，这都是气血不足所造成
的。中医生介绍，补血的话
少不了当归、川芎、阿胶、何
首乌……但并不意味着只
要血虚就都适合吃，且听广
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康复中心主任庄礼兴主
任医师教你如何根据自己
的身体情况选择最适合自
己的补血佳品。

冬季不能错过的

补血汤方补血汤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