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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常喝五碗养生汤
天气越来越炎热，
胸闷、
头晕、
胃口
不好、燥热、出汗很多或有汗不出等情
况尤为多见。这些都是湿热惹的祸。
夏季天气闷热，人体代谢旺盛，能
量消耗较大，但排汗不畅，就造成湿气
积聚，要是脾虚再来凑凑热闹，湿浊之
气就会在体内积聚，特别是堆积在脏
腑和经络里。再加上空调的使用，会
使人体温度骤降，让张开的汗毛孔突
然关闭甚至堵塞，把本来应通过发汗
外泄的湿浊留在体内，而侵入体内的
寒气容易损伤人体的阳气。
因此，夏季应尽量避开潮湿的环
境，避免外感湿邪；少吃生冷食物，护
好自己的脾胃。一旦发现身体有上述
不适，应及时清热除湿、健脾益气。为
大家推荐五款适宜夏季饮用的汤水，
常喝这五碗汤，可帮你安然度夏。
清热祛湿汤
取排骨 500 克、冬瓜 500 克、薏米
80 克、芹菜适量。薏米提前半小时泡
洗好备用；高压锅加水，将泡洗好的排
骨沥水下锅，再配一点生姜，加适量白
醋；将泡洗好的薏米下锅，大火压制开
后，转小火压制 40 分钟再减压开盖；加
入冬瓜，开盖煮 20 分钟；煮制好后，加
适量细盐、芹菜即可。
冬瓜有清热解毒、利水消痰、祛湿
解暑的功效，还有减肥的作用，配薏米
吃有很好的美容效果。
清热益气汤
取玉米 3 根、白果 50 克、猪肚 1 个、

健康
讲堂

主讲人：
杨青
（海东市人民医院药剂科医师）
生病吃药本来是一件极其正常
的事，但对于有些人群来说，服药确
实挺痛苦的。有些家长为了让孩子
吃药，会利用牛奶送服；有些老年人
常服用阿司匹林之类的药物，
担心对
胃黏膜有伤害，
所以选择用牛奶送服
西药。这样做是否正确合理呢？
海东市人民医院药剂科医师杨
青针对这个问题做了详细的讲解，
她说，牛奶中含有较多的无机盐类
物质，如钙、磷、铁、多种维生素、蛋
白质、氨基酸和脂肪等化学物质，容
易与药物发生化学反应，使药物难
以吸收，还会降低药物在血液中的
浓度，影响疗效。
牛奶与药物同时服会发生作
用，可在药物表面和胃黏膜形成一
层薄膜，待薄膜被消化吸收后，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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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胆小补补肾气
□ 薛永东

生姜 3 片。玉米洗净，连衣、须切段状；
白果去壳、去衣、洗净；猪肚洗净；一起
与生姜放进瓦煲内，加入清水 3000 毫
升(约 12 碗)，大火煲沸后改小火，煲 2
个半小时，调入适量食盐和生油便可。
玉米入汤清甜可口，营养价值高，
能健脾祛湿，最适宜夏天雨季饮用，配
伍敛肺气、止滞浊的白果煲猪肚，其气
味清润而不腻不滞，还能清热、益气、
健胃，为男女老少皆宜的家庭靓汤。
祛湿开胃汤
取小白菜 500 克、花胶 2 个、鲫鱼
350 克，菜籽油、海鲜粉、姜片适量。将
预先炖好的花胶倒入鲫鱼汤中。盖锅
盖，大火煮滚后，倒入适量菜籽油，并
加入适量海鲜粉。最后放入洗净的小
白菜，煮滚后即可。
初夏的鲫鱼味道鲜美，吃起来香
甜可口，适当喝些鲫鱼汤，有助于祛湿
开胃、利水消肿，而从营养学角度来
说，鲫鱼富含优质蛋白、矿物质和维生

素，
极易被消化吸收，
男女老少皆宜。
清热降火汤
取苦瓜半根、猪瘦肉适量、香油、
食用油适量。苦瓜洗净、去核，猪瘦肉
切成片状，加适量清水，烧开后先将苦
瓜放入水中滚一下，再放猪瘦肉，等肉
熟了加调味品即可。
苦瓜瘦肉汤可清热降火、清肝明
目，
其做法简单，
适合上班族。
滋阴健脾汤
取干山药、莲子、百合、桂圆干各
15 克，芡实、大枣、玉竹各 10 克，白糖
1~2 大匙。锅中倒入 3 杯水，放入除桂
圆于之外的原料；以中火煮开，改小火
熬煮 20~30 分钟；再加入桂圆干继续以
小火煮 2~3 分钟；最后加入白糖，盛入
碗中即可食用。
此汤水能健脾益气，滋阴润肺。
玉竹有滋阴润肺、生津养胃功效，芡实
有补气、健脾、祛湿功效。
（来源：
人民网）

有些孩子天生胆子大，爬高上低，眼
睛都不眨，有的孩子则总是一副畏畏缩缩
的样子，怕生人、怕登高、怕黑……我们常
说这样的孩子胆子小。其实，按照中医理
论，孩子胆大胆小，取决于他的肾气是否
充足，增补肾气，就能够帮助孩子变“大
胆”
。
《黄帝内经·素问》 中有“在脏为
肾……在志为恐”的说法，也就是说，如果
肾气充足，脏腑能够得到很好地滋润和温
煦，从而胆气豪壮；而如果肾气不足，则脏
腑会失去滋养，功能低下，自然会表现得
胆小、容易害怕。因此，帮孩子克服胆小
的毛病，
就要多给他补肾气。
多喝小米粥。小米性微凉，味甘咸，
《本草纲目》记载其“养肾气，去脾胃中热，
益气”，做成小米粥，便于孩子消化，增补
肾气。
喝大骨汤。中医认为，肾主骨生髓，
肾气不足的孩子往往骨骼不够强壮，而且
骨髓生成不够。猪骨煮汤，有壮腰膝、益
力气、补虚弱、强筋骨的作用。常给孩子
喝大骨汤，把骨髓取出给孩子吃，对补肾
益气十分有益。
吃豇豆。豇豆性平，味甘，既能补肾，
又可健脾。
《本草纲目》中对于豇豆的功效
也有记载，
“豇豆补肾健胃，生精髓”，可煮
可炒，
是孩子补肾气的好帮手。

请记住！这些药物不能与牛奶同服
□ 时报记者 徐丽芳
已错过了最佳吸收期，因此降低了
药物的吸收和疗效。同时牛奶还可
与部分药物发生不良化学或物理反
应，生成难溶并稳定的化合物，使牛
奶和药物的有效成分受到破坏。
药剂师杨青提示，大多数药物
不应与牛奶同服。服药最好用清
水，婴儿服用药物后也应隔一段时
间再吃母乳。服用下面这些药物时
一定要注意。
抗生素：牛奶中的金属离子可
与喹诺酮类、四环素类、土霉素、红
霉素类、甲硝唑等抗生素结合形成
不溶性螯合物，影响吸收，降低抗菌
作用，使药物疗效降低，甚至完全失
效。
钙铝制剂：牛奶中的蛋白质可
与乳酸钙、葡萄糖酸钙、氢氧化铝等
钙 、铝 制 剂 形 成 凝 快 ，不 仅 影 响 吸
收，还会加重胃肠负担。
铁制剂药物：缺铁性贫血是妇
女、儿童的常见病。牛奶中的钙离
子可与铁剂在十二指肠吸收部位发
生竞争，降低疗效，服用含铁药物时
不能同时服用牛奶。
抗酸药：枸橼酸铋钾、胃必治、
碳酸氢钠等抗酸药与牛奶同服可导
致乳-碱综合征。

强心药：牛奶与洋地黄、地高辛
类强心药同服，因牛奶中所含的钙
能增强洋地黄、地高辛的毒性，药物
容易产生蓄积性中毒反应，甚至发
生意外。
止泻药：牛奶不能与止泻药物
同服，因为牛奶含有的乳糖成分，既
可降低止泻药的药效，还会加重腹
泻症状。牛奶中的蛋白质还可与乳
酸钙、葡萄糖酸钙、氢氧化铝等钙铝
制剂形成凝块，加重胃肠负担，严重
者还会生成胆结石、肾结石。
降压药：严重高血压病人使用
优降宁等降压药与牛奶或奶制品相
遇，可能引起血压骤升，重者会使血
压持续性升高，甚至发生高血压危
象。
抗抑郁药：牛奶不能与抗抑郁
药中的单胺氧化酶抑制剂同时服
用，因为牛奶中含有丰富酪胺，当这
种酶被抑制时，酪胺就会大量蓄积，
引起血压骤升，心律紊乱，严重者可
导致脑出血甚至死亡。
不能与牛奶同服的还有绝大部
分的中草药和中成药。总之，牛奶
最好不要与药物同时服用，服药与
喝牛奶至少需间隔一个小时，以避
免产生相互作用。



更年期多揉涌泉穴
□ 禤影妍
中医认为，肾阳气为“命门之火”，藏
于两肾之间，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
肾为水火之脏，水火共处一室。正常情况
下，火藏于下，温煦五脏六腑，统领一身的
气化功能。当水火失济时，肾水不能收敛
肾火，以致阳气无根，虚阳上浮，就会出现
上热下寒的症状。常见的上热下寒症状
有因高血压出现的头晕头痛、口苦、咽干、
目眩，更年期综合征出现的潮热盗汗、四
肢不温等。
治疗上热下寒的症状，清热容易败命
门之火，温补则更添内热，因此，最适合的
治疗方法是引火下行，使肾中元阳归于本
位。我们的脚底就有一个最接地气的穴
位——涌泉穴，它是足少阴经第一个穴
位，位于足掌的前 1/3 处，脚趾弯曲时的凹
陷处便是。
《灵枢》记载：
“ 肾出于涌泉，涌
泉者足心也”，意思是说肾经之气犹如源
泉之水，经常按摩、穴位敷贴或艾灸涌泉
穴，可滋阴降火，使肾水充足，能够遏制上
炎的虚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