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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的种子，又称莲实、莲
米、莲肉。莲子以湘莲为优，
湘莲历来作为进贡朝廷的珍
品，故又称“贡莲”。

中医认为莲子性平味甘、
涩，入心、肺、肾经。具有补
脾、益肺、养心、益肾和固肠等
作用。适用于心悸、失眠、体
虚、遗精、白带过多、慢性腹症
等症。莲子中间青绿色的胚
芽，叫莲子心，味很苦，却是一
味良药。它有清热、固精、安
神、强心、降压之效，可治高烧
引起的烦躁不安、神志不清和
梦遗滑精等症。莲子居住的

“房子”叫莲房，又叫莲蓬壳，
能治产后胎衣不下、淤血腹
疼、崩漏带下、子宫出血等
症。还有一种“石莲子”，又称
甜石莲，是莲子老于莲房后，
堕入淤泥，经久坚黑如石质而
得名。临床上常用于治疗口
苦咽干、烦热、慢性淋病和痢
疾等症。

莲子的营养价值较高，含
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和碳水
化合物，莲子中的钙、磷和钾
含量非常丰富，除可以构成骨
骼和牙齿的成分外，还有促进
凝血，使某些酶活化，维持神
经传导性，镇静神经，维持肌
肉的伸缩性和心跳的节律等
作用。丰富的磷还是细胞核
蛋白的主要组成部分，帮助机
体进行蛋白质、脂肪、糖类代
谢，并维持酸碱平衡，对精子
的形成也有重要作用。莲子
有养心安神的功效。

中老年人特别是脑力劳
动者经常食用，可以健脑，增
强记忆力，提高工作效率并能
预防老年性痴呆的发生。莲
子心味道极苦，却有显著的强
心作用，能扩张外周血管，降
低血压。莲心还有很好的去
心火的功效，治疗口舌生疮，
助于睡眠。

打呼噜要警惕

莲子莲子的养生功效

夏季夏季吃酸味食品好处多
不同颜色玉米的营养

营养学家一致公
认，在主食中，玉米的
营养价值和保健作用

是十分突出的。糯玉米、甜
玉米、老玉米；白的、紫的、黄
的、黑的；哪种玉米更营养？怎
么吃最好？

玉米中的维生素含量非常
高，为稻米、面粉的数倍。

玉米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
肪酸，尤其是亚油酸的含量高
达 60%以上，它和玉米胚芽中
的维生素 E 协同作用，可降低
血液胆固醇浓度，并防止其沉
积于血管壁。这些物质对预防
心脏病、癌症等疾病有很大好
处。

玉米中还含有一种长寿因
子——谷胱甘肽，它在硒的参
与下，生成谷胱甘肽氧化酶，具
有延缓衰老的功能。

不同颜色的玉米，保健功
效略有不同，这主要是因为它
们含有的色素品种不一样。

与白色玉米相比，紫玉米
中多了花青素，因而具有抗氧

化、防衰老的功效。
黄色玉米含有

胡萝卜素和玉米黄
素，对于维持视力健
康有好处。

黑玉米能有效
地清除人体内的自
由 基 ，减 少 脂 质 堆
积，平衡人体肥瘦，使人保持最
佳体形，能有效地防止可见光
和紫外线的辐射，防止不良色
素沉积，护肤美容，使人青春常
在。

糯玉米蛋白质含量较高，
富含维生素A、维生素B1等，其
中支链淀粉含量非常高，不适
合糖尿病人食用。

而老玉米中粗纤维含量较
高，可溶性糖含量低，对于减肥
人群、糖尿病人群是非常好的
选择。

怎样吃玉米最有营养
玉米要吃鲜，鲜玉米的水

分、活性物、维生素等各种营养
成分比老熟玉米高很多。烹调
后的玉米虽然会损失部分维生

素C，但却能释放出更多的营养
物质，尤其是一种酚类化合物
赖氨酸，对癌症等疾病具有一
定疗效

不少人在煮玉米的时候，
喜欢把玉米须、玉米叶弄得干
干净净，其实很可惜。玉米须
能利胆、利尿、降血糖，玉米梗
芯还能止汗。

煮过玉米的水则具有防感
染的功效。啃玉米时把白色的
胚芽部分吃干净最好。玉米胚
芽可是玉米的精华，它对保护
心脑血管，抗老化都非常好。

另外，玉米面加大豆粉，按
3:1的比例混合食用，还是世界
卫生组织推荐的一种粗粮细吃、
提高营养价值的方法。

夏季天气炎热，人们普遍
感觉不适，会引起人体代谢、
内分泌、体温调节等一系列功
能失调。吃点酸味食品对健
康有利，一般来说，夏季多食
酸味食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
好处：

杀菌防病 夏季喜食生
冷，用醋调味既可增进食欲，
又能够杀死菜中的细菌，可预
防肠道传染病。

敛汗祛湿 夏季出汗多
而易丢失津液，需适当吃酸味
食物，如番茄、柠檬、草莓、乌
梅、葡萄、山楂、菠萝、芒果、猕
猴桃之类，它们的酸味能
敛汗止泻祛湿，可预防流
汗过多而耗气伤阴，且能
生津解渴，健胃消食。

利于营养素的吸收
夏天最需全面均衡营

养，在高温环境里，人体
营养物质消耗相当大。
除了一日三餐外，还要注
意从蔬菜、水果、饮食中

额外补充维生素C、B1、B2和
A、D，钙丢失多的人还要补充
优质钙制剂。多吃点酸味水
果和食品可以增加和帮助钙
等营养素的吸收。

增强胃液杀菌能力
持续高温下及时补充水分很
重要，饮水可维持人体充足的
血容量、降低血黏度、排泄毒
物、减轻心脏和肾脏负担。但
饮水多了会稀释胃液，降低胃
酸杀菌能力。吃些酸味食品
可增加胃液酸度，健脾开胃，
帮助杀菌并有助于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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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鼾（医
学 术 语 为 鼾
症 、打 呼 噜 、
睡 眠 呼 吸 暂
停综合症）是
一 种 普 遍 存
在 的 睡 眠 现
象，大多数人
觉 得 司 空 见
惯，并不以为
然，还有人把
打 呼 噜 看 成
睡得香的表现。其实恰恰相
反，打呼噜是健康的大敌，严
重影响人体的心血管。由于
打呼噜使睡眠呼吸反复暂停，
造成大脑、血液严重缺氧，形
成低血氧症，而诱发高血压、
脑心病、心率失常、心肌梗死、
心绞痛。

打呼噜增加心血管病发
生率和死亡率

普通打呼噜者的呼噜声
均匀规律，一般在平卧位睡
眠、劳累或饮酒后出现。如果
呼噜声响亮而不规律，时断时
续，声音忽高忽低，就标志着
气道狭窄加重，有气道阻塞发
生，便会引起呼吸暂停。

如果呼吸暂停一夜发生
30次以上，或平均每小时发生
5次以上，患者就会反复从睡
眠中憋醒，医学上将之称为睡
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反复的
间歇性呼吸停止，会使全身组

织器官反复缺血、缺氧，导致
机体分泌许多有害的炎症因
子，发生细胞损伤，最终造成
多器官功能损害。因此，睡眠
呼吸障碍可导致高血压的形
成以及冠心病和脑血栓发生
率的增高。这类病人的高血
压、冠心病、糖尿病、脑血栓的
发病率和死亡率，高于正常人
群2—8倍。

打呼噜要早诊早治
如果睡眠时总是血氧降

低，机体逐渐耐受了低血氧状
态，机体唤醒大脑的“保护”机
制就会越来越不敏感。这就
好比刚进入一个有异味的房
间，会觉得味道很明显，如果
待久了，就感觉不到有异味
了。久而久之，这种保护机制
对低血氧的保护就差了，即使
血氧降得很低也没反应，任其
下降。当超过一定限度时，人
体就非常危险了，有可能直接
转入脑水肿和窒息死亡。因

此，发生睡眠呼吸障碍，早
诊早治非常必要。

控制体重可有效防治
打鼾

打鼾和睡眠呼吸暂停
是可以治疗的。美国开展
睡眠呼吸诊断以来，睡眠
中猝死人数下降了 60％。
长期晚上睡觉打鼾的人，
应该及时到医院进行睡眠
咨询，必要时需进行多导
睡眠监测，看看有没有缺

氧严重的状况，以及具体由何
原因引起，以便对症治疗。

重点控制晚餐
睡前 3小时内不碰烟酒；

多进行有氧运动，如快步走、
慢跑、散步、骑自行车等，每天
累积不少于 60分钟。控制好
体重，预防和治疗心脑血管疾
病，可减轻或防止“睡眠呼吸
暂停综合征”的病情加重。

还要到耳鼻喉科仔细检
查。如果是由于慢性咽炎或
者扁桃体、增殖体肥大所引
起，则应积极治疗这些病。睡
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还要

“管住嘴、迈开腿”，即减肥、戒
烟酒、多运动。

若保守疗法无效，还可做
手术，以减轻咽腔阻力，改善
症状。另外，睡眠呼吸暂停患
者夜间应保持侧卧位，可避免
或减少打鼾、憋气，减轻呼吸
暂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