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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守望

黄色养生 玉米

夜卧早起：适当调整生物钟，养成晚睡早起
的习惯，顺应自然界阳盛阴虚的变化，增加午
休。中午 1 时到 3 时是一天中气温最高的时候，
此时午休最为适宜。
注意保暖：立夏后天气炎热，不可过于贪
凉，否则不利于阳气升发，有损气血运行，日久
酿成疾病。
五枝汤浴：五枝汤为桑枝、槐枝、榆枝、桃
枝、柳枝各一握，煎汤洗浴。清洁身体，消除体
内淤滞，
达到养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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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夏时节玉米已逐渐上市，金黄香
糯的玉米是很多朋友的最爱。殊不知，
这玉米堪称浑身是宝，保健功效同样不
可小视。
玉米又称为苞谷、
玉麦。中医认为，
玉米具有
健脾、
和胃、
利尿的作用，
还可以抗癌、
降血糖。
玉米粒含有大量蛋白质、膳食纤维、不饱和脂肪酸、卵磷脂、维
生素 E、镁和硒等多种营养素。取玉米粒 500 克，陈醋 1000 毫升，将
玉米粒洗净煮熟，
滤干待用；
准备一个密封的干净罐子，
将煮熟的玉
米放进去，倒入食醋，浸泡 24 小时即可食用。每日早晚随餐各嚼服
20～30 粒。特别适宜肥胖、便秘、脂肪肝患者食用，能够改善便秘、
视物模糊、
乏力等症状。
玉米须味甘性平，具有利水消肿，利湿退黄的功效。每天取玉
米须 30-60 克煎汤代茶饮用，对夏季湿热引起的水肿、小
夏季天气炎热，蛇虫毒蚊较多，而艾叶
便不利、黄疸、结石都有治疗作用。此外，玉米须还有降血
所产生的奇特芳香，可驱除蚊蝇虫蚁，净化
糖、降血脂、降血压的功效。
“三高”患者、痛风患者都不妨
空气，而且还有理气血、暖子宫、祛寒湿的
试试。
保健功效，帮助人们增强正气。大家可
玉米心具有良好的止汗功能，
无论夏季气虚自
以采用艾叶熏蒸居室的方法杀灭空气中
汗，还是睡觉时的盗汗都可取玉米心 2～3 个，加大
的病菌，达到预防呼吸道传染病的目
枣 10 克，水煎服，每日分两次喝完，一般 10
的。按照每平方米 0.1 克的量来准备
天就能见效。
艾叶，
并集中在一阻燃容器中，
先取少量点燃，
然后再将其余大量艾叶盖在火苗上，
使其浓烟
慢慢弥漫房间，每周 1 次。现代药理研究发现，艾
叶熏蒸散发出的桉油素、蒿醇、芳樟醇对流感病
毒、腺病毒、金黄色葡萄球菌、甲型链球菌、肺炎球菌、
伤寒杆菌、
白喉杆菌及真菌均有抑制作用。
用艾叶乌梅汤泡澡对缓解肢体疼痛也有很好效果。取艾叶 60
克、乌梅 10 枚、一大锅水，一起煮 30 分钟。将煮好的艾叶水倒入浴
盆中，
兑入适量的凉水，
然后泡澡，
每次大约 20 分钟。
《本草
纲目》载乌梅能
“止肢体痛，
去痹，
利筋脉”
。艾叶能温经
止血、散寒止痛。两者合用，对防治关节炎，
寒湿侵袭所致的周身酸楚、肌肉疼痛麻木等，
都有较好治疗效果。

青色养生 艾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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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养生 莲子
古代医家认为，
“莲子善于补五脏不足，通利十二经脉
气血，使气血畅而不腐。”莲子肉性平味甘，入心、脾、肾经，
具有养心、补脾、益肾等作用。莲子中间青绿色的胚芽，叫
莲子心，
味苦，
有清热、固精、安神、交通心肾之效。二者可分别入
药，
但食疗养生时最好一起食用，
一补一泻，
浑然天成。
夏季湿热并存，湿热困脾，导致食量减少、腹胀、四肢无力等脾虚湿滞
症状，严重者还会出现形寒肢冷、大便溏泻、浮肿等。李时珍在《本草纲
目》中写道：
“ 莲之味甘，气温而性涩，清芳之气，得稼穑之味，乃脾之果
也。”取带心莲子、糯米各 200 克，炒香后同研为细末。加白糖 80 克、糖桂
花 10 克，再加清水一同搅匀，上锅蒸熟，待冷后压平切块即可食用。莲肉
健脾以祛湿，莲心味苦可开胃。对脾虚湿滞引起的食少纳呆、脘腹痞满、
大便溏泻均有效果。
夏季与五脏之中“心”相应。汗为心之液，如果在夏季出汗多，还觉得
心慌、气短、乏力、脉搏无力，这都是心气不足、气阴两虚的缘故。莲肉具
有补益心脾、
扶正止汗的作用；
莲心又能清心养阴，
是再好不过的
搭配。带心莲子 40 克，去皮鲜山药 50 克，粳米 50 克。将莲子、粳
米洗净，放入砂锅内，加水煮至稠烂。山药切丁，放入粥
中煮 10 分钟，加白糖调味，即可食用。本粥具有养
心安神、补气生津的功效，适用于夏季气阴两虚引发
的心悸怔忡、
多汗乏力、
食少倦怠。

5 月 6 日是立夏节气，预示着进入全年
最为炎热的季节。如何在夏天伊始打响健
康 保 卫 战 呢 ？ 为 您 推 荐 立 夏“ 五 色 养 生
法”
，
帮您安度夏天。

黑色养生 黑糖

赤色养生 红苋菜
《滇南本草》记载红苋菜：
“治大小便不通，化虫，去寒
热，
能通血脉，
逐淤血。
”
取新鲜红苋菜 500 克洗净，
切除根
和老茎秆后，在中间横切一刀备用。大蒜 4 瓣去皮，切
片。锅热后注入油，倒入 1/2 蒜片炒香后放入红苋菜，加盐翻
炒至熟软出汤，调入剩余的蒜片，大火翻炒几下即可出锅。红苋菜
软滑多汁，入口甘香，有润肠清胃热功效。对夏季大便干结、小便赤
涩有显著治疗作用。
红苋菜营养丰富，其铁、钙的含量比菠菜还高，是蔬菜中的佼佼
者。更重要的是，红苋菜中不含草酸，不需焯水，钙、铁也很容易被吸
收。对牙齿和骨骼的生长及骨折愈合有促进作用，还能防止肌肉痉
挛。丰富的铁和维生素 K，具有促进凝血，增加血红蛋白含量并提高携
氧能力，
促进造血功能。
清代名医王士雄在《随息居饮食谱》中写道：
“苋通九窍。其实主
青盲明目，
而苋字从见。
”
对于夏季目赤肿痛、
视物模糊、
眼屎增多
的朋友，
不妨选用红苋菜 200 克，
榨汁饮用。每周 2-3 次即可。
需要提醒的是，红苋菜毕竟性味偏于寒凉，平素
脾胃虚寒、易腹泻的人不宜多食，而且最好是搭
配温热的大蒜或者生姜一起食用。而且据古
人记载，
红苋菜忌与甲鱼、
龟肉同食。

黑糖，是没有经过高度精炼、脱色的蔗糖。中
医认为，
黑糖性温味甘，
入脾，
具有补中益气、
健脾暖胃、
化
食消积功能，
还有行血散寒止疼的效用。例如，
妇女在坐月子期
间用黑糖煮水饮用，
可以活血化淤、
止痛，
帮助子宫收缩复原，
还
能促使恶露尽快排出；受寒腹痛、月经来时易感冒者，也可用黑糖姜
汤来袪寒。老年体弱，特别是大病初愈的人，吃些黑糖能起到利肠通
便、
缓肝明目、
益气健胃、
温补心肺作用。取小米 50 克，
黑糖 10 克。先
将小米煮至粥熟，加入黑糖调味即可。小米即粟米，能健肠胃、补虚损、益丹
田，与黑糖配合可用于夏季气血亏损、体质虚弱、食欲不振者进补。也适于产
妇乳少，产后虚损而引起的乏力倦怠、饮食不香。还可用作女性子宫虚寒、月
经量少、
痛经的饮食调理。
除了内服，
黑糖中蕴含着大量的营养物质对肌肤有着独到的功效，
可加速
表皮细胞的代谢，为细胞提供能量，补充营养，促进再生。黑糖中含独特的天
然酸类和色素调节物质，
可平衡皮肤内色素分泌数量和色素分布，
减少
局部色素的异常堆积。达到淡化黑色素，美白净化皮肤的作用。将黑
糖粉碎后与芦荟胶按照 1：2 的比例调匀，温水清洁面部后，将调好的
黑糖面膜敷于面部，
轻轻按摩至颗粒溶解，
角质较厚处可适当多
按，15 分钟后用清水洗净即可。黑糖可以促进皮肤代谢，
加上有镇静舒缓保湿作用的芦荟胶，每周
使用 1 次便会使肌肤变得水嫩 Q 弹。

跟医生沟通很重要

你知道
“苏木杰反应”
吗
80 多岁的张老伯患有高血压 30 多年，前不久又合并糖尿病，因
此住院治疗。根据张老伯的病情，医生给予皮下注射胰岛素，每日
早晚各 1 次，每次 18 单位，将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一个星期后张
老伯的病情稳定出院，医生嘱咐家人按照在医院时的用法用量给予
病人注射胰岛素。但是，家人怕张老伯晚上血糖偏高，晚上不进主
食，
并把胰岛素的剂量增加到 24 单位。谁知第二天清晨张老伯对家
人说整个晚上感到心慌、乏力、头晕、出冷汗，家人给张老伯测试血
糖后吓了一跳，血糖居然很高。于是，家人把张老伯送到医院治
疗。医生听了家人叙述后说：
这是糖尿病的苏木杰反应。
何谓苏木杰反应？张老伯和家人根本没有听说过。医生告诉
他们：苏木杰反应是指午夜低血糖后出现早晨高血糖的现象，多见
于 1 型糖尿病的患者。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胰岛素过量后诱
发低血糖，机体自身的负反馈调节，促使体内胰升血糖素、生长激
素、肾上腺皮质激素及肾上腺素均显著分泌增加，故每次低血糖后
会出现高血糖及尿糖增加。
苏木杰反应主要见于 1 型糖尿病并使用胰岛素治疗的患者，也

可见于 2 型糖尿病接受或未接受胰岛素治疗者。这两种现象在表现
上都有一定的隐蔽性，
不容易被发现。
那么，如何判断苏木杰反应呢？苏木杰反应的主要表现是：经
常晨起感觉头痛、恶心；经常发生夜间低血糖；患者体质消瘦，糖类
摄入又过少；尿常规检查，尿糖和尿酮体波动幅度大；胰岛素用量加
大后，早餐前高血糖反而得不到控制；尿糖消失后，仍然存在尿酮体
或尿酮体先于尿糖出现。
一旦发生上述表现，应考虑可能是苏木杰反应。在这种情况
下，应加强对病人的血糖检测，倘若晚上 11 时至次日凌晨 3 时的血
糖小于 6.1 毫摩尔/升，同时早餐前空腹血糖大于 8 毫摩尔/升，即可
判定为苏木杰反应。
对苏木杰反应者，就医时应主动与医生沟通，在医生的指导下
采取可行的措施，可减少晚餐前胰岛素的用量，睡前尿糖阴性或血
糖接近正常水平者，可适当进食少量糖类。千万不要以为早晨空腹
血糖高是胰岛素剂量不够而盲目加大胰岛素剂量，以免糖毒性对人
体产生更大伤害。
文/邬时民

用不着花钱，
没准儿还真行，
试试呗

十个简便易行的减压招数
工作忙，压力大，怎么办？假如你一时无法抽出时间去度假减
压，或许可以尝试英国营养学家和瑜伽教练夏洛蒂·瓦茨总结的十
个简便易行的减压招数。
第一招：
温水洗手或泡澡。它能让副交感神经得到镇静。洗手
还能让空间与身体相连接，
以恢复平静。
第二招：
哼小曲。你是否注意到很多天性快乐的人爱哼歌？这
并不是一种巧合，
爱哼歌与随和、
悠闲的生活方式有关。研究表明：
发声和振动的组合会对血压产生积极作用，
从而减轻应激反应。
第三招：做鬼脸。压力会导致面部肌肉紧张、扭曲和变形。对
着镜子或是与同伴互做鬼脸，越丑越好，这相当于给紧绷的肌肉做
一场急需的
“内部”
按摩。做鬼脸能让人感到逍遥自在和宽畅闲逸，
甚至是笑起来。
第四招：嚼芹菜。咀嚼这一动作有助于降低皮质醇的含量，这
是因为它能调动起神经系统的镇静作用，让紧绷的下巴得以打开。
为避免情绪化饮食，可以咀嚼芹菜，芹菜中含有的芹菜甙元具有镇
定、
抗焦虑和抗失眠的作用。
第五招：
涂鸦。压力会让人思考和进行创造性思维的大脑空间
减少。涂鸦有助于大脑切换到轻松模式，让人冷静，找到解决问题
的全新角度。

第六招：
给面部肌肉做个小按摩。按摩会对肌肉产生仿真的收缩
和放松效应，
缓解紧张性头痛。对眉毛、
太阳穴、
耳朵后部、
颈部后方和
肩膀上方进行按摩，
这种局部的放松感会引起连锁反应，
辐射到全身。
第七招：
涂润唇膏。不少人在压力大的时候总想吃点儿什么或
是用手去触摸嘴。这是因为接触嘴唇的动作会引发神经系统的镇
静状态，
有助于得到自我安慰。涂润唇膏既可以让你
“感觉”
吃了东
西，又不会增加肠胃负担，而且还能减轻由于压力所引起的用嘴呼
吸所导致的嘴唇发干。
第八招：食用蔬菜色拉。当然里面还可以加入鱼肉、山羊奶酪
和坚果。生菜的成分具有轻度的镇定作用，
这是因为它茎叶的乳汁
中含有类似阿片的镇静物质。健康的脂肪和蛋白质也能起到安抚
神经的作用。
第九招：
脱鞋。不过别在公共场合用这招。双脚总是套在鞋子
里会限制血液循环，影响肌肉骨骼系统，增加身体的紧张度。赤脚
能让脚趾得到扭动和摆动，
这种小的肌肉活动有助于外围神经的张
力得到释放。
第十招：
给自己一个拥抱。它与别人拥抱你的效果相同。身体
任何部位得到揉搓按摩都会生成后叶催产素，
这种激素具有抑制焦
虑和舒缓紧张情绪的作用。
文/吴楠

文/苏全新大夫
（北京正安中医）

补钙要听大夫的

准妈妈缺钙对宝宝有九大危害
“女性在怀孕期间出现缺钙是一种普遍现象。
”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
附属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葛静说。这是因为一方面孕妇生理变化，
甲状旁腺分泌增加，
降钙素分泌减少；
另一方面，
胎儿骨骼的形成所需
要的钙全都要来源于母体，因此准妈妈消耗的钙量要远远大于普通
人。缺钙不仅影响准妈妈的健康，
而且对宝宝有九种危害。
1.先天性佝偻病。表现为，
新生儿囟门增大，
前后囟相通，
并常伴
有低钙惊厥。这种婴儿的妈妈常在孕期有腰酸背疼，小腿抽筋，手足
发麻等低钙血症症状。
2.湿疹。它的发病原因有许多种说法，但近年来研究认为，血管
低钙性痉挛、
局部供血不足会引起皮疹、
皮肤粗糙、
皮屑多。钙有抗炎
和降低血管通透性作用，
钙剂的补充在治疗湿疹方面具有其他药物达
不到的功能。
3.喉喘鸣。是指新生儿或 2—3 个月的宝宝呼吸时发出呼噜呼
噜的喘鸣声。它是由于缺钙引起喉软骨软化所致。如果妈妈及时补
钙，
就能减少这一病症的发生。
4.夜啼。宝宝老在夜间啼哭，检查又没有其他疾病，其实，这是
因为宝宝缺钙，如果宝宝的钙摄入量充足，夜啼的症状就会得到有效
控制。
5.夜惊。由于半岁以前宝宝的大脑神经系统发育不成熟，
控制能
力较差，导致睡觉时易出现夜惊现象，这也是由缺钙引起。钙量充足
的宝宝很少发生这种现象。
6.睡觉时易抽筋。宝宝在睡觉时，经常不由自主地抽动一下，通
常认为这是宝宝在梦里被吓着了，或者是因为长身体，其实这是一种
抽筋，
也是由缺钙引起。
7.功能性腹痛。宝宝腹痛原因很多，
最常见的是功能性腹痛。最
近研究发现，功能性腹痛主要是由缺钙引起，缺钙导致神经兴奋性增
加，
发生肠痉挛而导致腹痛。补钙则能治疗这种腹痛。
8.出牙晚。正常的宝宝 4—6 个月就能长出新牙，而缺钙的宝宝
到了一岁甚至两岁都不见新牙，或者长牙的次序混乱，牙齿的釉质粗
糙。妈妈如果能在孕期和哺乳期补好钙，
能减少类似症状。
9.影响大脑发育。孕期是胎儿脑部发育成长的关键时期。脑细
胞的生长、代谢以及脑部的正常运作都离不开钙。因此，钙对于新生
儿智力发育与神经系统十分重要，
补钙能增强胎儿将来的智力发育。
葛静说，
从怀孕中期开始，
准妈妈就要注意适量补钙，
最好是在医
生的指导下，
选择元素钙含量高的高浓度钙源。同时在饮食上也要摄
入含钙高的食品如乳制品，最好每天摄入 250～500 毫升的牛奶。另
外，虾皮、蔬菜、鸡蛋、豆制品、紫菜、海产品等都含有丰富的钙。葛静
提醒，准妈妈补钙通常补到 36 周就可以了，以免婴儿头颅发育太硬，
不利于顺利自然分娩。
文/张献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