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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前这样做会变年轻

对于女性朋友来说，个人外貌是
十分重要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皮肤会
出现很多问题，比如会产生色斑，或者
皮肤松弛。如果想要自己变年轻，可
以根据以下介绍的方法来保养。
推腹
睡前推腹就是通过用简单的手法
对腹部进行按摩推拿，对于防治胃部
疾病、改善血液循环、疏脉经络、舒肝
理气有很大的作用。另外，此手法也
适合便秘患者减轻便秘症状。减少腹
部和下半身脂肪也是很有效的。
伸懒腰
很多人在晨起时喜欢伸伸懒腰唤
起慵懒的身体，殊不知在睡前伸懒腰

吃对零食亦养生

营养专家都说要少吃
零食，不过选对零食也能养
生，下面就是一些健康级别
的零食。
红枣——抗疲劳乏力
疲劳时人们爱吃甜食，升糖
指数较低的红枣是很好的
选择，不会导致血糖猛升。
红枣可与坚果一起食用，以
增强饱腹感。
樱桃干——防治痛风
樱桃中富含花青素，对关节
炎、痛风具有很好的治疗效
果。美国密歇根大学一项
□ 聂勇
近期研究发现，富含樱桃的
饮食可使炎症降低 50%。
奶 酪 —— 固 齿 奶 酪 是 钙 的“ 富
矿”，可使牙齿坚固。一个成年人每天
吃 150 克奶酪，有助于达到“人老牙不
老”的目的。
杏干——防控高血压 杏干的钾含
量是香蕉的 3 倍，而钾具有降低血压的
功效。美国疾控中心的一项研究发现，
钾的摄入量大于钠的摄入量，有助于预
防高血压和心脏病。
蔓越莓干——预防膀胱炎 美国一
项研究发现，每天两把蔓越莓干（42.5
克），可降低女性膀胱炎患者尿样中大
肠杆菌的“黏附性”。其关键原因是蔓
越莓中的活性物质原花青素具有抗黏
附的功效。
无花果干——改善贫血 每天吃 4
个无花果干可满足 1/4 的铁日需求量，
有助于防止贫血。无花果干与富含维 C
的橙汁一起食用，更有利于身体对素食
中铁的吸收。

也是好处多多，不仅可以让腰部得到
活动，舒缓一天的疲劳，保证睡眠中的
内循环顺畅不受影响，还能促进气血
运行，体内的毒素自然也会由相应的
脏器排除。
泡脚
泡脚的好处有很多，扩张足部动
静脉血管，可促进血液循环，又可降低
血液的黏滞度，增加局部组织的血供
和氧供，带走身体更多的废物，保健功
效十分强大。
喝杯水
在睡前喝水，很多人可能会有所
顾虑，担心加重脏器的负担，晨起会出
现浮肿情况。殊不知，睡前喝适量的

水可以降低血黏度，维持血流通畅，可
起到补充熟睡时体内水分流失的作
用。
按摩敲打胆经
在中医学，
胆经在下肢的巡行路线
是沿股、下肢外侧中线下行至小趾、次
趾之间。说得通俗一点，
就是沿着裤子
中间的那条线至膝盖侧面处，
敲对胆经
可以达到刺激胆汁分泌的效果，
从而加
快血液循环，
排除体内垃圾。
用五指梳头
五指梳头是一种推拿功法，用五
指分别点按头部中间的督脉和两旁的
膀胱经、胆经，每次梳头就是在梳五
经，通过梳头适当刺激头部穴位，可以
打通身体内循环。另外，梳头的动作
对于疾病的辅助治疗也是有效果的，
平肝息风、开窍宁神，轻松做到排毒养
颜不是难事儿。
关闭电子产品
现在很多人睡觉都是手机不离
手，可是经过研究表明，睡前玩手机 1
小时，助眠激素减少 22%。手机、平板
电脑或其他会发光的电子产品，能直
接影响到人的睡眠质量，让人始终处
于浅睡眠。睡眠质量不达标，身体又
怎会呈现出一个好状态呢？用其他的
办法来代替玩手机，看书，静坐，将大
脑腾空几分钟后再踏踏实实睡觉都是
睡前可以做的事。
（来源：
寻医问药网）

吃荔枝
排毒养颜
现在天气越来越炎热，荔枝
也成熟了。荔枝的味道确实非常
好，果汁丰富，口味香甜。除此之
外还有很多益处。
止血止痛
荔枝除广为人知的滋补作用
外，还可用于外科疾病，如肿瘤、
瘰 疬、疔 疮 恶 肿、外 伤 出 血 等 疾
病。
滋补作用
荔枝酿酒，对维持和调节人
体的机能起到一定的滋补作用。
除此之外，它还能起到一定的抗
衰老、美容、减脂、消渴利尿等作
用。
排毒养颜
荔 枝 味 甘 ，性 温 ，有 添 精 生
髓、生津和胃、补益气血、丰肌泽
肤等功效，可改善肝功能、加速毒
素排除，促进细胞生成，使皮肤细
嫩。因此，荔枝是排毒养颜的理
想水果。
荔枝虽好，但也不能贪吃，它
也有一些禁忌需要大家注意。
不宜空腹食用 大家都知道

喝酸奶也有讲究
酸奶大概是日常生活中最受欢迎的
饮品之一，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都喜欢
酸奶的味道。但是酸奶也有食用禁忌，
一起了解一下。
并不是老少皆宜
酸奶具有助消化的功效，也就是说
它可以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所以对于
便 秘 的 人 群 来 说 ，它 确 实 有 很 好 的 效
果。但是老人和孩子要谨慎食用，因为 t
他们的肠胃都比较脆弱，吃了酸奶之后
可能会导致出现拉肚子等不适的症状，
所以说酸奶并不是老少皆宜。
另外，酸奶里面含有糖分，而且糖的
含量还不低，所以糖尿病或者胆囊炎患
者最好也不要吃酸奶，防止对病情产生
一些影响。
不可随意搭配食用
酸奶和很多食物搭配起来都很不
错，特别是早餐配着面包、点心，不仅口
感好还营养丰富。尤其很适合与淀粉类
的食物搭配食用，比如米饭、面条、包子、
馒头、面包等。
但是，酸奶不宜和某些药物同服，如
氯霉素、红霉素等抗生素、磺胺类药物
等，
它们可杀死或破坏酸奶中的乳酸菌。
只能冷藏不能加热
我们国家是食道癌的高发地区，因
为很多人，特别是中老年人都很喜爱吃
烫的东西。喝粥、喝水的时候喜欢喝滚
烫的，甚至连酸奶也不放过。很多人认
为酸奶刚刚从冰箱拿出来太凉了，于是
加热一下再吃。其实，这种做法会破坏
酸奶中的营养成分，如果嫌凉，可以放置
十分钟之后再喝。
酸奶是属于温性的东西，即使是冷
藏过的也不会变成凉性的东西。因此酸
奶只能冷藏不能加热。
（来源：
民福康健康）

多吃水果更易怀孕
□ 曹淑芬

荔枝是非常甜的一种水果，里面
的糖分含量非常高。如果空腹吃
大量的荔枝，可能会造成肠胃负
担。
一次不要吃太多 除了空腹
吃会造成肠胃负担之外，大量的
吃荔枝还会引发低血糖症，一般
人会出现头晕、心慌的情况，严重
的可能还会危及生命。
尽量不要吃水泡的荔枝 现
在很多荔枝在售卖的时候都是泡
在水里的，其实这些水里面含有
不少化学物质，所以买荔枝时需
要提高警惕。
糖尿病人慎吃 荔枝含有
较高糖分，所以如果身体有血糖
高的问题也不建议多吃。
（来源：
民福康健康）

一项新研究显示，如果女性不吃水
果或喜欢吃快餐，她们就必须等候更长
的时间才能怀孕。而且，她们也不太可
能在第一年内就怀孕。
不吃水果或爱吃快餐与等候怀孕时
间更长或不育风险较高具有明显关联。
以最极端的情况来看，大量吃快餐的女
性无法怀孕的风险概率，要比完全不吃
快餐的女性高出 41%。
有研究称，与每天至少吃 3 片水果
的女性相比，几乎完全不吃水果的女性，
平均需要多 2 周的时间才能怀孕。而每
星期至少 4 天吃汉堡包、炸鸡的女性，要
比完全不吃或很少吃快餐的女性多等 1
个月时间才能成功怀孕。
研究人员指出，该项研究表明，多
吃优质食物包括水果，以及少吃快餐有
助于提高受孕率和缩短等候受孕所需
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