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0

专刊部主办 电话：0972-8689538
责编 / 王学玲 版式 / 王学玲

时报/健康密码

邮箱：hdsbzkb@163.com
2018 年 10 月 11 日 星期四

老人秋补五原则
□ 谷传玲

我国传统养生文化里一直都重视
进补，其中就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
的俗语，很多老年人秋天也张罗着进
补，那么，具体需要了解哪些秋补原则
呢？
食物种类要多样 不同食物营养
各有千秋，所以食物多样是老人秋季
进补的第一原则。主食粗细搭配能补
充老人容易缺乏的 B 族维生素，其中
荞麦中的三价铬离子利于降糖，燕麦
中的β-葡萄糖利于降脂；餐餐有蔬
菜，天天有水果能保证摄入丰富的膳
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摄入充足的
奶类和大豆能更好地补钙，预防骨质
疏松；红肉能提供优质蛋白，同时可以

多吃秋葵
有助降血糖
□ 王兴国
秋葵是一种营养价值较高的
蔬菜，与其他大多数蔬菜相比，它
最大的营养优势既不是维 C（4 毫
克/100 克）也不是钾（95 毫克/100
克），甚至也不是胡萝卜素（310 微
克/100 克），
而是膳食纤维。
秋葵膳食纤维含量为 3.9 克/
100 克（也有数据说是 4.2 克，估计
这与秋葵老嫩程度有关，蔬菜越老
则膳食纤维含量越多），远高于其
他常见蔬菜，比如菠菜膳食纤维含
量 为 1.7 克/100 克 ，西 红 柿 为 0.5
克/100 克。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秋葵含有
的是高比例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就
是吃起来有点黏糊糊滑溜溜的物
质。这样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在小
肠内无法消化吸收，而且吸附能力
较强，可以干扰葡萄糖和胆固醇吸
收。这对降低餐后血糖有帮助，所
以很适合糖尿病患者。当然，其作
用绝不会像商家鼓吹的那么大，并
非糖尿病专用蔬菜。
另外，可溶性膳食纤维还能抑
制胆固醇吸收，对降低血液胆固醇
有好处，高血脂患者也可以多吃一
些秋葵。

250—400 克。由于老人消化吸收利用
率降低，所以还可在饮食基础上每天
补充一粒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
食物颜色要多彩 五颜六色的食
物富含多种抗氧化物质，比如红色番
茄富含番茄红素，紫色甘蓝、黑色黑豆
富含花青素，橙黄色胡萝卜富含β-胡
萝卜素，它们都具有抗氧化、延缓衰老
的 作 用 ，所 以 老 人 秋 季 进 补 要 好
“色”。另外白色食物入肺，秋季又是
养肺的季节，建议用白萝卜、百合、山
药、藕、梨、茭白、薏仁等。
食物烹调要清淡 秋季天干气燥，
很容易引起口干舌燥，皮肤干燥、大便
干结，所以滋补需以润燥为主。建议
烹调清淡，少用辛辣调味料，少煎炸熏
烤，炒菜少油少盐，油控制在 25—30 克
补铁；富含二十碳五稀酸（EPA）和二十 （一小白瓷勺为 10 克），盐控制在 6 克
二碳六稀酸（DHA）的坚果和海鱼可改
以下（相当于一啤酒瓶盖），每顿饭最
善老人心血管健康。
好都有液体食物，
如汤、粥、奶均可。
食物数量要适当 俗语讲：
“ 秋冬
药膳滋补要慎用 人参、鹿茸是我
羊肉赛金丹”，所以羊肉成了很多老人
国传统滋补药材，养生节目也会推荐
秋季进补的首选。不过老人普遍有高
这些药材入食的滋补药膳，很多老人
血压、血脂异常、痛风等慢病，羊肉富
会按照方子给自己进补。事实上，没
含饱和脂肪酸（猪牛肉也一样），不利
有一款药膳适合所有人，而普通大众
于血压和血脂控制。而且羊肉嘌呤含
又难以判断自己的体质是否适合吃某
量较高，大量摄入不利于尿酸控制。 药膳，所以想吃药膳进补的老人，建议
所以建议老人每天摄入畜禽肉 40—75
就医后让医生开药膳处方，并按照医
克，鱼虾肉 40—75 克，至于其它食物的
生要求定时复诊和更换药膳方。
量也要有度，建议每天喝 1—2 包奶，每
掌握以上 5 点食补原则，老人就能
天 吃 1 次 大 豆 及 其 制 品 ，每 天 蔬 菜
在胃口逐渐好起来的秋天享受美食，
300—500 克，水果 200—350 克，谷薯类
获得充足营养。

轻松消肿有方法
柚子 金秋的柚子最是美味，柚
子也备受减肥人士们的喜欢，这是因
为柚子里含有丰富的有机酸、维生素
C 以及矿物质等元素，这些元素可以
促进人体新城代谢，中医还认为柚子
有利水祛湿的功效，可以帮助我们消
除臃肿。
海带 海带可以用来治疗高血
压、水肿等病症，在中医上，海带还有
去脂的作用，很多身体肥胖的朋友也
表示海带确实有消肿的功效，生活中
我们可以利用海带汤来带走身体内
部多余的脂肪。
绿茶 很多上班族的办公桌上
都备有绿茶，这是因为绿茶有提神醒
脑的功效，其实绿茶还有燃烧脂肪的
作用，有研究表明，常喝绿茶的人比
不喝绿茶的人能消耗更多的热量。
芹菜 由于芹菜的特殊气味，很
多朋友对它是敬谢不敏，但是你知道
吗？身材臃肿的上班族多吃一点芹
菜是可以起到减肥作用的，因为芹菜
里含有大量的钾跟碳酸钙，这两种物
质相互作用下有很强的抗浮肿功效。
除了用饮食来帮忙消肿以外，运
动也绝对是对抗臃肿的最强帮手，但
是上班族们几乎没有时间可以锻炼，
这时候又该怎么做呢？其实下面这
些小动作也能帮你消除水肿。
多爬楼梯 如果你的办公室楼
层并不高，那么小编建议你就不要坐
电梯，用爬楼梯来消耗身体内部的脂

肪是非常有效的，另外，爬楼梯还可
以锻炼腿部跟臀部的曲线，塑造 S 型
的好身材。
多喝水 可能有一些上班族认
为，少喝一点水就可以对抗水肿，但
事实正好相反，上班的时候多喝水可
以让你有排尿的感觉，上厕所的动作
以及排尿都可以帮你带走身体内多
余的水分。
多起来走动 很多朋友在上班
时间里屁股跟椅子似乎成了一体，这
样做非常不利于身体健康，建议你做
完一个文档、整理完一个资料之后，
可以起来走动走动，到室外或者阳台
呼吸下新鲜空气，趁机伸伸懒腰压压
腿。
准备低热量零食 上班十分烧
脑，因此很多朋友会吃一点下午茶来
补充脑力，那么哪些下午茶才是合格
的么？全麦纤维的饼干以及水果、坚
果等食物最适合上班族。
（来源：
中华康网）

两岁还不开口说话
真是
“贵人语迟
贵人语迟”
”吗
如果孩子到了两岁还不会说话，家
长可千万不要认为是“贵人语迟”，不能
对语言落后持观望态度，正确做法是寻
求专业发育行为专科医生帮助，早期积
极干预。以下方法可以促进孩子语言
发育。
★结合生活情境，
跟随孩子的兴趣，
多和宝宝练单字、
单词，
将正在进行的活
动、游戏说给宝宝听，注重交流质量，促
进对语言理解。在这过程中父母需要蹲
下来，
和宝宝视线保持一致面对面说话，
这样才能给宝宝模仿学习的机会。
★要逐步培养宝宝生活自理能力，
减少包办替代，不要急于满足宝宝的需
求，可稍等片刻，温和鼓励，刺激宝宝主
动表达，以免削弱了宝宝主动进行语言
表达的机会。
★父母应反复示范如何用语言表
达自己的需求，等待宝宝模仿，如宝宝
出现便意时，可用宝宝的口吻说：
“宝宝
要拉大便了”，一旦宝宝用语言表达，就
要及时回应给予表扬，若暂时说不出
来，
也不要强迫。
★陪宝宝玩假扮性游戏。假扮性
游戏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想象力是不可
或缺的，而想象性假扮游戏在一定程度
上代表了儿童语言发育的潜力，也能帮
助宝宝了解物品功能，学习基本沟通社
交技巧，语言治疗师在进行语言训练课
时，也是经常应用此类游戏促进儿童语
言发展。
★减少电子屏幕暴露。孩子长时
间看手机、电视，会削弱其语言表达动
机，由于缺乏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不仅
会影响宝宝语言发展和社会交往能力，
而且对宝宝视力、睡眠和注意力也会产
生负面影响。因此，18 个月以下的婴幼
儿不应暴露于任何电子媒介下；2—5 岁
儿童每天接触屏幕的使用时间不应超
过 1 小时，应确保充足睡眠和室外活动
时间。
（来源：
《大众卫生报》
）

早餐喝牛奶
可防糖尿病和肥胖
□ 方留民
一项新研究显示，如果每天早餐
喝一杯 250 毫升的牛奶，出现肥胖和糖
尿病的几率就会降低。
加拿大古尔弗大学的研究人员对
32 人进行了研究，参与者食用高蛋白
牛奶、正常蛋白质含量的牛奶或看似
牛奶的水，他们把这些食物与燕麦片
一起食用。
结果显示，牛奶可降低餐后血糖，
而且牛奶的蛋白质含量越高，血糖降
低得就越多。同时，牛奶中的蛋白质
释放出可减慢消化速度的激素，使人
们感到不那么饥饿，
有助防止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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