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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是位冠心病患者， 一

年前他曾发生过严重的心绞

痛， 治疗后， 病情得以控制。

可最近不知何故心绞痛又频

犯， 他并没有不良嗜好， 每天

都按时用药， 情绪也不错。 只

是自上次出院后， 就不敢食用

鱼、 肉、 蛋类等物， 每天仅吃

一些蔬菜。 医生认为他最近的

心绞痛频发可能是营养不良所

致， 就让他检查一下血色素，

检查结果显示， 老王的血色素

仅 6克（即血红蛋白， 正常值

应为 12-16 克）， 已属中重度

贫血。 后在医生指导下每天适

当搭配荤素食物， 现在血色素

已达 10 克， 心绞痛也基本不

发作了。

专家点评： 当心肌耗氧量

增加或供氧量不足时， 就会产

生心绞痛， 而氧气的输送正是

依靠靠红细胞中的血红蛋白来

运送给各组织、 器官的。 当机

体患有动脉硬化时， 其血流量、

携氧能力会受到影响， 而由于

偏食导致人体营养不良， 处于

贫血状态时， 血液的携氧量必

定大大减少， 心肌得到的氧需

求量更加不足。 此时， 机体只

有加快血液循环进行补偿， 而

这又会加大心脏的工作量， 使

心肌耗氧量骤升， 往往造成因

心脏不堪重负而诱发心绞痛。

因此， 冠心病患者不能只

强调低脂肪、 低胆固醇而片

面、 过分地控制荤食。 在日常

膳食中恰当地荤素搭配， 不仅

不会加重病情， 反而对健康有

益。 但是， 老年人畜肉、 禽肉

都要吃， 最好搭配着吃， 其中

禽肉类可以多吃一点， 例如鸡

肉、 鸭肉等。 老年人的肠胃功

能都有一定程度的减弱， 鱼肉

的脂肪细腻， 比较容易消化，

所以老人应该多吃一点鱼肉，

且每天进食的肉类不宜吃太

多， 最好以 50-100克为宜。

宋丽华

提肛 早晨、 傍晚： 双脚分

开同肩宽， 向前伸臂手心朝下，

吸气提肛， 向后甩臂手心朝上，

呼气松肛， 做 100 下； 入睡和

起床前： 仰卧， 双腿伸直， 双

手放身侧， 一只小腿搭在另一

只小腿上， 吸气提肛， 呼气松

肛， 做 50下。

洗肛 每天晚上以热水洗阴

茎、 睾丸， 再重点洗肛门及半

食指深的肛门深处。 可保持前

列腺环境卫生良好、 肛门洁净。

热敷 洗肛门之后， 以热开

水先熏肛门、 睾丸、 会阴 1 分

钟左右， 再以专用干净毛巾在

温水中浸泡、 拧干， 趁热先敷

睾丸至肛门间的会阴穴， 再敷

肚脐、 中极穴， 热敷 30 分钟左

右为宜， 最好早、 晚各 1次。

按摩 洗脚之后先点压小腿的三阴

交、 足三里， 再搓、 揉、 捏大拇趾的大

敦穴各 100 下； 入睡和起床前， 以双手

的四个指， 从肛门缘起至睾丸根部止的

会阴， 上下来回擦搓 81 下， 用力适中，

然后用中指点压脐下的气海、 关元穴，

最后以双掌摩小腹， 顺时针、 逆时针各

81圈。

调养 戒掉烟、 酒等不良嗜好， 不

食辣椒等刺激性食物， 不憋尿， 不强力

排大便等； 坚持每天快步走 2-3 公里；

冬季及早穿棉裤， 春捂到惊蛰， 保证小

腹不受凉； 看书看报看电视时， 臀部左

右轮换着坐， 不平坐， 不增加对前列腺

的压迫； 除一日三餐喝汤外， 至少还要

喝 5-6 杯淡茶水。 郭旭光

不知从何时起， 人们总是

习惯往茶杯里扔一小把枸杞，

然后去茶水间冲水， 泡枸杞水

喝。 觉得这样可以起到明目、

补肾、 补充维生素的作用。 但

是枸杞这样子泡水喝有效果吗？

枸杞富含多种微量元素和

维生素， 能滋阴、 增强免疫

力， 然而枸杞中所含的维生素

大多是水溶性的， 遇热容易被

破坏。 如果想利用枸杞来补充

维生素， 那么最好是把干枸杞

稍用温水微泡一下， 或在菜、

粥做好后撒上一把， 用来作配

料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让维生

素的损失减到最少。

枸杞之所以对眼睛有好处，

是因其富含胡萝卜素、 维生

素、 钙、 铁等营养元素， 俗称

“明眼子”， 那些体质虚弱、 抵

抗力差的人可多吃点。 不过，

枸杞并不适合所有人， 因其温

热身体的效果强， 一些感冒发

烧、 发炎、 腹泻的人就最好别

吃了。 此外， 枸杞也有“保质

期”， 变质了的枸杞也不能再

吃了。 黎斌

●黑芝麻姜糖膏 黑芝麻

250 克， 生姜 50 克， 冰糖 250

克， 蜂蜜 100 克。 将黑芝麻炒

熟， 再将生姜洗净切碎捣烂， 用

纱布包扎绞汁， 另将蜂蜜入锅蒸

熟， 冰糖放碗里入锅蒸溶。 蜂蜜

与冰糖混合调匀， 黑芝麻用粉碎

机磨碎， 与生姜汁拌和， 再炒，

放冷， 与糖蜜混合调匀， 每日

早、 晚各服 1 汤匙， 数日后方可

见效。

●山药甘蔗粥 生山药 100

克， 甘蔗汁半小杯。 将生山药去

皮， 切片后捣烂， 加入甘蔗汁，

每日 1 次， 连服 3 日。

●丝瓜藤母鸡 老丝瓜藤

300 克， 母鸡 1 只 （约 750 克），

白砂糖 300 克。 加水 700 毫升，

放入砂锅以小火炖 2 小时， 稍冷

后即可食用。 每日 1 剂， 一般连

食 5剂后可见效。

●五味子腌蛋 五味子 25

克， 鸡蛋 7 个， 将五味子加水

1000 毫升煮取浓汁， 待凉， 将

生鸡蛋浸没在药汁中， 7 日后每

天取 1 个， 入锅蒸熟服食。 连续

服用 1 个月， 治肾虚哮喘尤佳。

郭振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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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着点

另类养生

现在不少人都存在着一种错误

的观念， 认为越是珍稀的动物， 吃

了就越补身体。 如今这种“进补”

文化越来越走向极端， 几乎所有奇

花异草、 珍禽异兽皆被视为绝佳药

物， 同时也被认为是上好的滋补食

品。 虽然许多爱吃野生动物的人讲

不出个所以然， 然而却认为这玩意有

“营养”， 能“强身”， 可“防病”。

其实从营养学的角度说， 大多

数野生动物体内所含的氨基酸、 维

生素、 微量元素等营养成分并不比

家养的多， 也没有科学的数据证明

野生动物是高级滋补品， 所谓野生

动物有营养， 多是以讹传讹。

现在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个误

区， 将进补与野味联系起来， 主要

是因为他们觉得野生动物是放养

的， 是纯原生态的。 其实， 这与营

养并没有直接联系， 相反， 若食用

不当还会引起身体的疾病。

如今人们能够吃得到的野生动

物， 基本上都是非法所得， 没有经

过严格的检验检疫程序。 更要命的

是， 人们在诱捕这些动物的时候，

很多都是用了有毒的诱饵。 此外，

不少野生动物受到工业“三废” 和

生活污水、 高残留农药、 灭鼠药的

污染， 人吃了这样的动物， 极可能

导致体内激素平衡失调， 诱发某些

恶性病变。 同时， 自然界中很多的

野生动物都是某些细菌、 病毒和寄

生虫的中间宿主， 特别是弓形虫、

旋毛虫、 绦虫等。 这些细菌、 病毒

和寄生虫在野生动物体内可以得到

控制， 但一旦离开动物进入人体后，

会引起严重的疾病。 更严重的是，

野生动物与人的共患性疾病有 100

多种， 如炭疽、 狂犬病、 结核、 鼠

疫、 甲肝等。 一旦野生动物身上带

有这些病毒， 肉又没有煮熟， 人吃

下去后很容易感染上述疾病。

当下， 随着中医养身学的大热，

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重视养身， 而

一些商贩正是看中大家“非野生不

营养” 的心态， 开始打着“野鸡”、

“野鸟” 的旗号， 甚至做些“挂羊头

卖狗肉” 的勾当渔利， 欺骗消费者。

因此， 我们一定要以科学、 正确的

态度对待养生， 不要轻信商家的宣

传， 以免上当受骗。 吕武明

社会的竞争是激烈的， 也是残酷

的。 为了能在竞争中争创自己的一片

“领空”， 现代人都在夜以继日、 废寝

忘食的工作着， 他们大部分都生活在

社会与精神双重压力之下， 他们的健

康在一步步被侵蚀， 他们的身体过早

地出现透支， 因而呈现一片早衰之象：

须发早白、 皱纹增多、 皮肤枯躁、 身

疲乏力， 真可谓“人未老， 身先衰”。

健康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 这种

“杀鸡取卵” 的生活方式是切不可取的。

现代人要懂得善待自己、 保护自己的身

体健康。 一旦出现诸上现象， 要积极加

以治疗。 中医认为， 肾精是人体生命活

动的主率， 年轻人如果透支生命， 过度

地损耗肾精， 就会导致早衰的出现。 因

此要提高警惕， 改变生活方式， 并服用

一定的药物加以治疗， 如六味地黄丸

等。 六味地黄丸是用来补肾的经典名

方， 具有补肾填精的功效， 肾充则髓

足， 髓足则血液生化有源， 于是全身上

下得以滋养， 呈现出年轻本色。 研究还

表明， 六味地黄丸对于增强人体免疫

力， 改善全身的血液循环都有一定的效

果， 坚持服用， 定让你找回年轻与自

信， 远离早衰。

六味地黄丸 让年轻人远离早衰

能强身壮体

专家：营养价值并不高，且易感染疾病

吃珍禽异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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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哮喘

药膳方

枸杞莫用开水泡

老人碗里别缺肉

美国太空白参是世界涉临灭绝的珍稀药食两用人参 -- 美国太空白

参经与我研究院科研专家与美国联帮宇航局医药发展署运用太空失重孵

化转基因栽培成功的名贵太空白参。 具有耐旱涝、耐酸碱、不受季节、环境

土壤限制，适宜南北城乡室内外种植，生长周期短等特点，从种到收 120

天，100 平方米土地产品干品 6-8 公斤，我院为完成出口创汇任务，特面向

全国开展联合种植，并免费提供种源及生产技术产品我单位上门收购，每

公斤 3300 元（干品），对大面积种植户我单位可派技术专家免费上门建立

药材基地。敬请短信索取种植指南及回收合同（15011119918 注明:姓名、地

址、邮编）。 发展一家，成功一家，诚信无欺。 欢迎实地考察、参观、学习。

美国太空白参 火爆招商

主办单位：北京仁农科宙生物技术研究所

通信地址：北京市 100097-18 号北京仁农科宙生物技术研究所

邮政编码：100097���全国免费电话：400�000�5268

北京招商总部：010-86401920��86401921��86401922（传真）

上海回收分部：021-60512113��香港回收总部：+85263549156

短信索函：15011119918�联系人：冯家祥（教授）

仁农科宙药业官方网站：www.rnkz88.com

办公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高科技园区西井路 3 号

中国医药生物基因研究总院内 6452 室

2011年新农村致富经项目零风险投资、提供种源、统一收购

工商企业注册号：110107013342455

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5636353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