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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8

多吃粗粮对身体好？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

始，“粗粮”成了受人追捧

的健康食品。研究发现，粗

粮确实能够帮助肠道蠕

动、控制血糖、预防中风、

改善心血管功能、减轻体

重等。仿佛不论什么食物，

加上“粗粮”二字，就变得

健康营养了起来。

实际上，市面上很多

“粗粮”食品，已经经过了

多道加工程序，原有的营

养价值已损失殆尽。而且

由于粗粮食品的口感一般

较差，为了迎合大众口味，

会加入糖、油脂和其他添

加剂。这些食品营养价值

与真正的粗粮相差甚远，

因此，在购买粗粮食品时，

最好对照一下配料表，选

择粗粮含量较高的品种。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16）科普版》中提到，粗

粮是指未经精细化加工，

或虽经碾磨处理但仍保留

了胚乳、胚芽、谷皮和糊粉

层的谷物。与经过反复加

工的细粮相比，粗粮含有

更多的膳食纤维、B族维生

素、矿物质、不饱和脂肪

酸，以及植酸和酚类等植

物化学物，有着细粮不可

替代的营养价值。比如，小

米、糙米、燕麦、玉米、高

粱、大麦、黑米等。

我们常说的“粗粮养

胃”，是因为粗粮中有着丰

富的膳食纤维。但是摄入

过多的膳食纤维，也会对

胃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

由于纤维素在人体内无法

消化分解，过多的纤维素

会导致肠道阻塞，严重的

会发生肠梗阻。同时，纤维

素会导致胃排空时间延

长，易引起胃酸反流，对胃

和食道造成“腐蚀”。

由此可见，粗粮既能

“养胃”，食用不当也可能

会“伤胃”。

另外，患有肾脏疾病

者，粗粮中的钾、磷高，过

多食用可能影响肾脏功

能；缺钙者，粗粮中的植酸

和食物纤维，会与钙结合

生成沉淀，从而影响对钙、

铁等的吸收。

粗粮的品种那么多，

有着不同的功效，要根据

身体状况和自身需求来做

出选择。如何选择适合自

己吃的粗粮？

糙米 与精米相比，

糙米保留了更多膳食纤维、

维生素 B1，更易于消化吸

收，适合儿童和老年人食

用。

玉米 富 含 膳 食 纤

维，且脂肪含量不高，是减

肥人士的较好选择。

燕麦 含有不饱和脂

肪酸、可溶性膳食纤维，可以

降低血液中甘油三酯的含

量，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红薯 粗纤维含量比

较高，可以刺激肠胃蠕动，

加速排泄，对于那些经常

吃肉、有慢性便秘的人，可

以适当增加摄入比例。

荞麦 含有可溶性膳

食纤维和芦丁，可以清除

血管中的“垃圾”，降低血

脂。同时，荞麦的含铁量也

非常高，对贫血者有一定

的补血作用。

小米 维生素E、膳食

纤维、钾、铁含量比大米要

高，能够有效预防高血压

及缺铁性贫血。

（据《健康时报》）

麦粒肿是生活中很常

见的一种病。麦粒肿俗称

针眼，是眼睑腺体感染出

现的急性化脓性炎症，往

往由于机体抵抗力下降、

脏手揉眼、细菌侵入眼睑

所致，可单眼或双眼同时

发病。

麦粒肿的主要症状

有眼睑皮肤红肿、发热、

疼痛，皮下可摸到硬结，

相邻的结膜充血、水肿，

部分麦粒肿加重会形成

脓肿，进而破溃流脓，严

重者还会出现耳前淋巴

结肿大、全身发热等。

医生提醒，得了麦粒

肿要及时前往医院眼科

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按

时按量滴眼药水或口服

药物治疗，不可自行购买

眼药水，以免用药不当导

致病情加重。除用药外还

可以热敷患处，用热毛巾

或煮熟的鸡蛋等进行热

敷，每天 3 次~4 次，每次

15分钟~20分钟为宜。

需要注意的是，出现

脓肿后应及时寻求医生

帮助，进行切开引流，切

记 不 要 自 行 挤 压 ，不 能

用 力 揉 患 处 ，以 免 炎 症

向眼周、脑部扩散，造成

严重的蜂窝织炎、脑膜炎

等。

日常生活中应注意

双手卫生及用眼卫生，接

触垃圾、分泌物后及时洗

手 ，平 常 尽 量 不 要 画 眼

线，防止化妆品堵塞眼睑

腺体开口，引起腺体功能

障碍。如果化了眼妆，也

应及时卸妆，戴隐形眼镜

时也应注意卫生，防止污

染。尽量不吃辛辣、油腻、

刺激的食物，用药治疗后

还要按医嘱及时复查。

（据《广州日报》）

A型性格易患冠心病？

A型性格的人，因易怒，争强好胜，又长期处于紧

张和压力状态下，是冠心病易感人群。这类人平时应

注意调整自己的心态和工作节奏，尤其是年纪比较大

的人，要放慢节奏，放平心态，保持心情舒畅。

男性患病的可能性比女性大。得益于雌激素对血

管、心脏的保护，一般女性绝经十年后才易患冠心病。

性别虽难以转换，但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如禁烟限酒，

保持愉悦心情，多运动，少摄入高胆固醇、高盐、高糖

食物等非常重要。 （据《新民晚报》）

当颈椎病发作时，仿

佛感觉全身都在痛，使我们

的活动受限。但是颈椎病不

止一种类型，认清这些类

型，我们才能找到适合自己

的治疗方法。

颈型疼痛：长时间低头

工作或者不正确的躺姿都

可能引起，现在比较流行的

“葛优躺”就是典型的错误

躺姿。

这些不正确的姿势会

使颈椎的曲度变直，当颈椎

失去正常的生理曲度，就会

刺激到神经或血管，导致不

适症状的发生。

神经根型疼痛：颈椎病

中的80%~85%都是神经根

型颈椎病，它是因为椎间盘

突出、骨质增生等因素压迫

颈部神经根造成的。主要的

症状表现是：上肢的疼痛和

麻木、颈部连着肩背部的疼

痛。

交感神经型疼痛：主要

表现为头痛，伴有头晕、恶

心、呕吐等症状。有时还会

心慌、血压升高或降低、出

汗等。这也是最容易被误诊

的一种颈椎病。

很多人喜欢用转动脖

子的动作来锻炼颈椎。实际

上，对于颈椎病患者来说，

这样做不仅不会减轻症状，

还可能导致椎间盘突出，从

而对脊髓、神经根、椎动脉

等造成更严重的刺激。

正确的锻炼方式应该

是以下几种：

一是颈部后侧肌肉锻

炼。将双手放在身体两侧，

两脚并拢，然后双脚分开和

肩膀同宽。接下来双手从身

体的两侧用力往上举，然后

尽量往后伸。注意动作一定

要缓慢，手臂尽量往后伸。

二是颈部前侧肌肉锻

炼。第一个姿势是：双手抱

头，头往后仰，手用力顶住

头部，手和头部做静力对

抗，坚持5秒。第二个姿势

是：手扶前额，手部向后用

力，头部向前用力，同样做手

和头的静力对抗，坚持5秒。

第三个姿势是：手固定头部，

头部向左侧转动，但是手挡

住头部，不让其转动，右侧同

样做这样一个动作。

做这几个动作时，手和

头的位置都要保持不动，主

要做肌肉静力拉伸。通过这

样的矫正锻炼姿势，可以帮

助我们减轻颈椎疼痛。

（据北京电视台报道）

冬季尿频用麦冬泡茶饮

每到冬季很多老人都会出现小便次数增多的现

象，取适量麦冬、五味子、山茱萸（三味药只需取一

种），日常泡茶饮用，可有效调理。此草药可用于尿频

但每次尿量较少，容易出现烦热的人。

（据《快乐老人报》）

立冬养生“藏”字当头

“早久何当雨，秋深渐入冬。黄花独带露，红叶已

随风。”元代诗人陆文圭在诗作《立冬夜舟中作》对立

冬景象做了形象的描写。8日立冬，意味着寒意渐浓。

在养生方面，讲究“藏”字当头。

饮食宜以温补为主。立冬时节，饮食宜以温补为

主，在这推荐两道温补养生食疗。

温补黑芝麻粥：取黑芝麻25克、粳米50克。将黑

芝麻炒熟研末，粳米洗净与黑芝麻入锅同煮，旺火煮

沸后，改用文火煮至成粥。

开胃西红柿砂糖藕：取西红柿2个、藕1节、砂糖

适量。将西红柿去皮，开水煮藕（3至5分钟），两者一

并放入盘中，撒上砂糖即可。

气血虚者最需要调理。天气渐寒，虚性体质人

群身上的各种不适表现会比其他季节更明显。如气

虚、阳虚者往往表现为畏风、易感冒、夜尿频多等。

阴虚人群往往会出现口干、五心烦热等不适。血虚

的常见症状为脸色蜡黄、头晕目眩、皮肤干燥、健忘

失眠等。

建议气虚、阳虚者艾灸关元（位于脐中下 3 寸

处）、神阙（位于肚脐中央）等穴，每穴灸5~10分钟，可

每日一次或者隔日灸一次。阴虚者可食用燕窝、百合、

银耳等养阴润燥食物。血虚者可多进食补心血的食

物，如乌骨鸡、龙眼肉、猪肝、赤豆等。

（据《快乐老人报》）

有些人天天补钙还缺

钙，可能有两种原因。

吸收因素 有些人牛

奶、钙片一样没少吃，但身

体吸收率低也是个大问

题。缺乏维生素D、不晒太

阳、缺乏运动（尤其是负重

运动），都是影响钙吸收的

关键因素。

饮食因素 我国传统

的膳食模式一直都是植物

性食物为主，还有很多人

没有养成定时、定量喝牛

奶的习惯，也是导致缺钙

的因素之一。

为了让人体获取足量

的钙质，最好保证每天喝

500毫升左右的牛奶。如果

每天保证 250 克左右的绿

色蔬菜摄入，可获取250毫

克的钙质。

获取了足量的钙，还

要将这些钙留在体内。平

时应少喝茶、咖啡、碳酸饮

料，有助于减少钙流失。接

受阳光照射有利于增强钙

的吸收能力，多吃富含维

生素D的食物，如蛋黄、海

鱼、蘑菇等。

最后，要提醒的是，一

定要注意控制盐的摄入，

成人每天食盐摄入量不应

超过5克。因为钠的摄入量

同尿钙排出量有关，有研

究表明，肾脏每排出6克盐

（约2300毫克钠）同时会丢

掉40~60毫克的钙，若膳食

中钙摄入不足，这部分钙

就会从骨骼抽取。

（据《大河报》）

转脖子能治颈椎病？姿势不对反受伤

得了麦粒肿应对有讲究

补钙还缺钙 原因是吸收率太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