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正是草莓上市的
季节， 草莓富含维生素 C，
对人体健康有很大帮助，
如此应季的时令水果应该
抓紧时间好好享受。 可是
总有那么一些不法商贩，
以次充好， 将未长熟的草
莓染色“包装”， 坑骗消费
者， 那么怎样辨别染色草

莓呢？
从外观来辨别 挑选

大小一致的为好， 尤其不
要买个头很大的那种， 个
头大的草莓多是在种植中
使用激素的。

闻香气 自然成熟的
草莓会有浓厚的果香， 而
染色草莓没有香气， 或是

淡淡的青涩气。
辨草莓上的籽 如果

是白色的， 就是自然成熟
的； 如果籽是红色的， 那
么就一定是染色的。 自然
成熟的草莓， 瓤是红色的，
只有内芯会有一点点白色，
而且果香非常浓厚。 染色
的草莓， 瓤是白色的， 没
有香气。

陈景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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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姜 中医认为， 生
姜味辛， 性微温， 入肺、
胃、 脾三经， 含有 0.25%
-0.3%的挥发油， 主要成
分为姜辣素、 姜烯酮、
姜酮等， 具有发汗散寒
作用， 临床用于治疗初
期风寒感冒、 外感咳嗽
等。 生姜可以健脾温胃，
鼓舞阳气升发， 增进血
液循环， 祛除胃中寒积。
姜的有效成分能抑制引
起疼痛的前列腺素生物
合成， 可用于治疗关节
痛、 腹痛、 胃痛、 痛经、
烧烫伤、 扭伤、 挫伤等。
生姜还有抗菌作用， 尤
其对污染食物的沙门氏
菌作用更强， 外用有抑
制皮肤真菌和杀灭阴道
滴虫等作用。

葱 含有一种特殊的
挥发油， 油中蕴含葱辣
素， 具有较强的杀菌性，
对预防春季呼吸道传染
病、 伤风感冒等有明显
疗效。 研究发现， 人体
内二丙醇增多会引起细

胞损伤， 导致衰老和疾
病。 小葱能显著降低丙
二醇含量， 增加抗衰酶
活性， 延缓组织和器官
老化， 特别是对血管内
皮细胞的保护作用明显，
能防止血栓形成和降低
血脂 ， 对预防冠心病 、
脑血栓等大有好处。

蒜 大蒜不仅具有很
强的杀菌力， 对由细菌
引起的感冒、 腹泄、 肠
胃炎以及扁桃腺炎有明
显疗效， 还有促进新陈
代谢， 增进食欲， 预防
动脉硬化和高血压的效
能。 据最新研究， 大蒜
还具有一定的补脑作用，
其原因是大蒜可能增强
维生素 B1 的作用， 而维
生素 B1 是参与葡萄糖转
化为脑能量过程的重要
辅助物质。 另据最新研究
发现，大蒜能抑制放射性
物质对人体的危害，减轻
由此带来的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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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姜、大蒜在发芽过程中，
只是消耗掉姜和蒜瓣中的营养
物质，导致姜、蒜瓣萎缩、干瘪，
食用价值大大降低， 但不会像
土豆在发芽过程中会产生有毒
物质，所以发芽的生姜、大蒜仍
然可吃，只是因其营养消耗，食
用价值会大打折扣。 值得注意
的是， 姜和蒜发芽后如保存不
当，出现腐烂并滋生细菌，这时
如果吃下就会造成腹泻。 尤其
是烂姜中含有黄樟素， 可能使
肝细胞变性、坏死，从而诱发肝
癌，因此这时候绝对不能食用。

春困并不是人缺少
睡眠，也不是因某种疾病
而引起，它通过合理的饮
食调理是可以预防的。

1、 碱性食物 体力
透支以后的疲劳感， 是
由环境偏酸造成， 多食
碱性食物能中和酸性环
境， 降低血液肌肉的酸
度， 增加耐受力， 消除
疲劳。 如新鲜蔬菜 （紫
甘蓝、 花椰菜 、 芹菜 、
油麦菜、 萝卜缨、 小白
菜） 和水果、 菌藻类 、
奶类等， 可以中和体内
的“疲劳素” ———乳酸，
以缓解疲劳。

2、 优质蛋白 蛋白
质是制造血红蛋白的原
料， 如果血红蛋白不足，
就无法运输足够的氧 ，
能量代谢就会受到影响。
蛋白质可转化成葡萄糖，
为肌肉提供能量， 帮助
消除疲劳。 蛋白质能合
成各种酶， 增强身体的
抗氧化能力， 对消除疲
劳都有很大帮助。 优质
蛋白质主要包含瘦肉 、
鱼虾类、 奶类、 禽类及
豆制品等。

3、 富含钙、 镁的食
物 钙是天然的压力缓解
剂。 在摄取牛奶和酸奶
等富含钙质食物的同时，
千万不要忘记补充镁 。
新鲜小麦胚、 荞麦、 核
桃 、 杏仁 、 红葡萄酒 、

香蕉、 紫菜、 未加工的
蜂蜜和黄豆等食物中，
富含镁元素。

4、 富含天门冬氨酸
的食物 天门冬氨酸促进
新陈代谢， 除去乳酸 ，
促使体力恢复， 具有较
明显的消除疲劳的作用。
富含天门冬氨酸的动物
性食物有蛇肉 、 黄鳝 、
甲鱼、 乌龟等； 植物性
食物有花生、 核桃、 桂
圆、 芝麻、 豆芽、 豆类、
芦笋、 梨、 桃子等。

5、 富含 ω－3 脂肪
酸的食物 适当增加富含
ω－3 脂肪酸的鱼类， 如
鲭鱼 、 鲑鱼 、 银白鱼 、
青鱼和鲱鱼， 可缓解疲
劳。 一些坚果类食物比
如花生、 核桃 、 杏仁 、
松子、 榛子、 白果、 莲
子、 瓜子等， 也富含 ω－
3 脂肪酸。

6、 富含 B 族维生素
的食物 维生素 B1、 B6、
B12 等 B 族维生素是缓
解压力、 营养神经的天
然解毒剂， 是消除疲劳
必不可少的营养素， 也
是中国人最容易缺乏的
维生素。 B 族维生素富
含于酵母 、 全麦 、 燕
麦 、 花生 、 猪肉 、 蔬
菜、 麦麸、 牛奶、 动物
肝脏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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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选食材解春困

春季防病
多吃葱、姜、蒜

如何辨别染色草莓

葱、姜、蒜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人厨房中必不可少的三种调味菜，被誉为“厨
房三宝”，葱、姜、蒜不仅是调味佳品，还有重要的药用价值，不但可增进食欲、
助春阳，还具有杀菌防病的功效。 春季是葱和蒜在一年中营养最丰富，也是最
嫩、最香、最好吃的时候，此时食之可预防春季最常见的呼吸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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