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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8

人吃五谷杂粮，免不
了有头疼脑热、身体不适
的情况。很多人不想去医
院，或浏览网页或道听途说
给自己断症，然后再到药房
买点药吃了事。坊间也流传
很多依据身体外在表征来
判断是否得了某种疾病的
方法。这些自己给自己看病
的方法真的靠谱吗？

自测法一

耳朵发黑说明患有肾

衰竭？

据专家介绍，耳朵等

部位出现发黑现象，确实
可能存在患病的风险，但
还要甄别“发黑”究竟是正
常晒黑，还是毫无光泽的
病症现象。此外，即便耳朵
出现病态发黑，病人也不
一定患了肾衰竭。耳朵虽
然面积很小，但也可细分
成多个部位，上面分布了
多个穴位，对应着身体的
不同器官和部位。肾在耳
朵上的反射区分布于耳甲
腔中，而耳甲腔仍可细分
成多个反射区，除了对应
肾器官，还囊括了肝、脾、
肺、心等反射区，若出现了

不寻常的病变，不一定就
是肾脏出现了问题，还要
再结合其他检测手段确
诊。

自测法二

耳部结节凹陷是肝硬

化前兆？

在某网站上经常有人
咨询：耳鸣眩晕、耳部有可
疑结节，是不是恶性肿瘤？
除了结节，耳朵局部还可能
出现条索状隆起、点状凹陷
等情况，很多人相信，这些
是肝硬化、肿瘤的征兆。

据专家介绍，不论是
结节、隆起还是凹陷，都是
提示身体内部某个部位出
现了问题。通常耳部有隆
起或结节预示气血凝滞不
通，凹陷则可能由气血虚
弱导致。即便同样是气血
虚或滞，不同器官也有轻
重缓急之分。例如，耳朵的
对耳轮上存在对应的颈椎
点，若该部位出现明显凸
起或凹陷，则很可能是颈
椎病，大多数情况是慢性
病；而耳甲腔对应脏器，如
该部位出现问题，则有引
发急症的风险。因此，若耳

部出现病症，还需及时就
诊。

自测法三

指甲有白点、竖纹表

明缺锌缺钙？

专家表示，这种说法
没有科学依据。还有人认
为指甲上有白点是有蛔
虫，指甲出现竖纹说明体
质差、肠胃不好，也没有科
学依据。

指甲上出现小白斑、
白线，通常为“白甲病”。听
起来是一种病，实际上威

胁性十分有限。正常的指
甲因为没有细胞核的存
在，所以是透明的，当指甲
角化不完全时，则会产生
白甲症。指甲上单纯地出
现几处小白斑，无需治疗。
若指甲出现竖纹，则通常
是机体衰老的征兆。若竖
纹数量不多、指甲没有其
他伴随症状，也无需过度
紧张。值得注意的是，若指
甲出现横纹，可能是糖尿
病、心脏病等疾病的信号，
应及时排查。
（据《科技日报》《北京

青年报》）

古语有“背者，胸中之
府”的说法，背部的养生保健
历来都被医家们重视，中医
按摩、拔罐、刮痧、捏脊、督脉
灸等许多治疗方法都是在
背部进行的。可以说，注重养
背护背，可祛病延年。

据专家介绍，背为阳，
腹为阴，人体背部分布的基
本都是人体的阳经，脊柱更
是主一身阳气的督脉所在。
人体五脏六腑相关的穴位
如心、肝、脾、肺、肾的俞穴都
在背部，经常激发疏通背部
区，有益气息运行、血脉流
畅，可以舒经活血、振奋阳
气、强心益肾，进而滋养全身
器官，增强人体生命活力。

背部有许多祛病保健
的重要穴位。如大椎穴，在
大椎穴处艾灸和拔罐可治
疗风寒、风热、阳虚等感冒

症状，还能振奋一身阳气，
防止寒邪入侵。大椎穴还能
缓解脑供血不足，长期低头
伏案工作的人，经常按摩大
椎穴能有效缓解颈部肌肉
酸痛带来的颈部肌肉强直、
僵硬等不适症状。在背部主
要的俞穴拔罐、刮痧，能起
到促进血液循环、疏通经络
的功效。小儿捏脊具有促进
气血流行、经络通畅、神气
安定、调和脏腑的作用。在
临床上，这种方法常用于治
疗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腹
泻、失眠及小儿疳积、感冒、
发烧等症状；也可用于遗尿
及脾胃虚弱患儿的调理。

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些
生活中养背护背的方法：

暖背。背部养生，首重
保暖。背的寒暖与脏腑的
功能息息相关。平时穿衣

服要注意保暖，随时加减。
晒背。避风晒背，能暖

背通阳，增强体质。
捶背。捶背可以舒经

活血、振奋阳气、强心益
肾。自我捶打时，应握空心
拳，快慢适中地捶打背部，
用力要均匀。

搓背。搓背法有防治
感冒、腰背酸痛、胸闷、腹
胀的功效。搓背可在洗澡
时进行，注意用力不宜过
猛，以免搓伤皮肤。

撞背。撞背可提升阳
气、调节内脏，使全身气血
通畅，改善身体虚弱的情
况。撞背要注意用力适度。

艾灸。借艾火的热力
和药力给背部以温热性刺
激，通过经络的传导来调
节脏腑的阴阳平衡。

（据《生命时报》）

经常有人问，听说食
物的热量值差异很大，怎
样简单判断其高还是低
呢？有几个基本规律：

1. 食物中的水分含量
越大，热量值越低。反之，
干货越多，热量值越高。例
如，不同蔬菜相比，水分大
的蔬菜热量最低，比如冬
瓜、黄瓜、生菜等，热量只
有10~20千卡/100克的水
平。相比而言，甜豌豆、豆
角等也算高水分食物，但
干货略多一些，热量就到
了30~50千卡/100克；含有
淀粉的土豆、山药之类，热
量就更高了，能到60~80千
卡/100克的水平。

2.对水果、蔬菜、果汁、
甜饮料等食物来说，碳水化
合物越高，热量越高。这类

食物中通常脂肪含量很低
（榴莲和牛油果例外），蛋白
质也很低。它们的主要热量
来源是碳水化合物（包括糖
和淀粉），特别是糖。所以，
同一种水果，比较甜的品种
就比不甜的品种热量高。

3.在干货总量差不多的
情况下，脂肪含量越高，热量
值越高。比如说，同样是含水
量很低的完整植物种子，红
小豆的热量是324千卡/100
克，黄豆是390千卡/100克，

生花生是574千卡/100克。因
为它们三者的脂肪含量分别
为0.6%、16%和44%。

4. 在标注热量值一样
高的情况下，消化吸收率
越高，热量就越高。天然的
全谷杂粮、淀粉豆类、薯
类，都有一部分的抗性淀
粉。但是，经过精制加工，
去掉了膳食纤维的食物，
消化吸收率通常都会很
高，比如米饭馒头、饼干面
包等。 （据《生命时报》）

秋季养胃5忌
忌饥饱不均。饥饿时，胃内的胃酸、蛋白酶无食物

中和，浓度较高，易造成粘膜的自我消化。暴饮暴食又
易损害胃的自我保护机制；胃壁过多扩张，食物停留
时间过长等都会造成胃损伤。

忌饮食不洁。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是胃和十二指肠
溃疡的重要诱因之一，在溃疡病人中，该菌的检出率
高达70%~90%，而溃疡病治愈后，该菌亦消失。溃疡病
人可通过餐具、牙具以及接吻等密切接触传染，不洁
的食物，也是感染的原因之一。

忌晚餐过饱。有些人往往把一天的食物营养集中
在晚餐上，或者喜欢吃夜宵或睡前吃点东西，这样做，
不仅造成睡眠不实，易导致肥胖，还可因刺激胃粘膜
使胃酸分泌过多而诱发溃疡形成。

忌狼吞虎咽。食物进入胃内，经储纳、研磨、消化，
将食物变成乳糜状，才能进入肠内。如果咀嚼不细、狼
吞虎咽，食物粗糙，则会增加胃的负担，延长停留时
间，可致胃粘膜损伤；另外细嚼慢咽能增加唾液分泌，
而使胃酸和胆汁分泌减少，有利于保护胃。

忌咖啡浓茶。咖啡、浓茶均为中枢兴奋剂，都能通
过反射导致胃粘膜缺血，使胃粘膜的保护功能破坏，
从而促成溃疡发生。

此外，还要注意不宜吃寒凉食物。（据《新民晚报》）

每天两瓣蒜养出好血管
中医认为，大蒜性辛、温，归肝、心经，其所含有

的大蒜素有血管的清道夫之称。无论是患有高血
压、糖尿病的患者，还是普通人群，每天食用两瓣
蒜，都有辅助降压、扩张血管、降糖，甚至抵抗肿瘤
的作用。

凉拌新鲜蔬菜、烹饪海鲜时加入大蒜，还能佐
制蔬菜和海鲜的寒性。若喜欢喝粥，可煮点大蒜粥。
取蒜头30克，去皮，先放到开水中煮1分钟后捞出，
再将100克粳米放入水中煮成稀粥，快熟时将大蒜
重新放入粥中煮熟，加盐调味即可。要注意的是，有
口苦咽干、口舌生疮、心烦胸闷、大便闭涩等上火症
状时尽量要少吃或暂时先不食用。胃病患者不宜生
食大蒜。

专家提醒，不要用大蒜炝锅，虽然味道香，但事实
上，大蒜在加热过程中，起到抗菌作用的有机硫化物
含量会逐渐下降，而且温度越高其含量下降越快，
因此，用来炝锅后，大蒜的杀菌和保健作用大大减
弱。大蒜怎么吃更能发挥杀菌作用呢？用蒜拌凉菜、
吃饺子时用醋和少量芝麻油调拌蒜泥，都是很健康
的吃法。 （据《健康时报》）

花生
最好不要
煮着吃

一对开面店的
夫妻晚饭后紧急送
医，老婆抢救无效
去世，老公还在重
症监护室。罪魁祸
首 竟 然 是 几 颗 花
生，原来这对夫妻
当天晚饭吃的是面
条和花生，有一部
分花生发了霉。

据专家介绍，发
霉的花生中含有多
种真菌，其中就有黄
曲霉菌。黄曲霉菌会
代谢产生剧毒的黄
曲霉素，是霉菌毒素
中毒性最大、对人类
健康危害极为突出
的一类霉菌毒素，也
是目前发现的最强
的化学致癌物质，
1993年就被世卫组
织癌症研究机构划
定为1类致癌物。粮
食未及时晒干，或储
藏不当，容易产生黄
曲霉菌。另外，霉变
的坚果，如花生、瓜
子、核桃等也含有该
种毒素。

专家提醒，烘干
的花生有没有霉变
容易判断，吃到一
颗坏的，我们就不
会吃了。如果是水煮
的，好的坏的掺在一
起，不仅难以判断，
黄曲霉毒素还会扩
散，污染好的花生，
所以花生最好不要
煮着吃。
（据《都市快报》）

疾病自测法有时就是吓自己

养背护背祛病延年

4招判断食物热量高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