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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营养

首先， 为了防止身体产生炎
症， 应注意饮食清洁卫生， 避免
“病从口入”。

其次， 应合理选择食物， 保
证营养均衡摄入， 以免因营养不
良导致免疫力下降和慢性炎症的
出现。 建议每天摄入谷薯杂豆类
250-400 克 ， 蔬菜 300-500 克 ，
水果 200-350 克， 畜、 禽、 肉类
40-75 克， 鱼虾类 40-75 克 ， 鸡
蛋 1 个， 奶类 300 毫升， 豆类及
坚果 25-35 克或相当量的豆制品
（如豆腐丝 50 克， 内酯豆腐 200
克， 豆浆 300-400 毫升等）， 烹调
油不超过 30 克， 食盐少于 6 克。

再次， 在平衡膳食的基础上，
应多吃含丰富膳食纤维及抗氧化
物质的蔬菜水果。 这是因为， 自
由基是体内燃烧过旺的一把火 ，
是引起 “上火” 的元凶， 而抗氧
化物是中和自由基、 减少体内炎
症反应的 “天然灭火器”。 其中，
维 C、 维 E、 维 A 以及硒被列为

抗氧化能力卓越的 “四员大将”，
它们主要的食物来源有以下这些。

含维 C 多的有柑橘类水果、 草
莓、 鲜枣、 柚子、 青椒、 西蓝花、
绿叶蔬菜， 如菠菜、 油麦菜等。

含维 E 多的有植物油、 麦胚、
坚果、 全谷物 （粗粮）、 豆类。

含维 A 多的有动物肝脏、 乳
制品、 鸡蛋、 鱼油。

含 β-胡萝卜素多的有胡萝
卜 、 红薯 、 深色蔬菜 ， 如南瓜 、
玉米、 芒果、 柑橘等。

含硒多的有动物内脏、 鱼虾
等海鲜。

此外， 我们还应注意少吃油
炸、 腌制、 烧烤、 罐头蜜饯类加
工食品， 可多用蒸、 煮、 炖、 焖
的烹饪方式， 少油炸油煎。

除了饮食改良 “上火” 症状，
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也很重要 。
应做到以下方面：

不抽烟 吸烟会在支气管和肺
部产生大量的自由基， 不利于控

制炎症发生。
不饮酒 成年男性一天饮酒量

不宜超过 25 克 ， 女性不超过 15
克。 （25 克酒精相当于啤酒 750
毫升、 葡萄酒 250 毫升、 38 度白
酒 75 克、 52 度白酒 50 克； 15 克
酒精相当于啤酒 450 毫升、 葡萄
酒 150 毫升、 38 度白酒 50 克、 52
度白酒 30 克）。

足量饮水 成年人每天喝水 7-
8 杯 （1500-1700 毫升）， 宜选择白
开水或淡淡的绿茶水， 谢绝饮料。

适量运动 每天建议运动 30-
45 分钟， 每周进行 4-5天。 建议多
选择有氧活动， 如走路、 骑车、 爬
山、 打球、 慢跑、 跳舞、 游泳等。

合理饮食、 良好的生活方式
及心态是预防 “上火” 的三大法
宝。 只要生活中时时谨遵这三大法
宝， 就能尽扫一年四季 “上火” 的
烦恼， 使您 “精满、 气满、 神足”。

湖南省肿瘤医院营养科
副主任营养师 曾小奇

现代社会中， 人们生活工作
压力较大， 研究表明， 压力会消
耗体内镁水平， 导致血压、 肾上
腺素和皮质醇升高， 使人更为焦
虑。 而及时补充镁则能活化肌肉、
补充能量， 且能产生 5-羟色胺 ，
使人心情愉悦。 与钙一样， 镁也
是所有细胞活动的必需营养素之
一， 但人体却无法自动生成， 研
究表明， 约有 68％的人每日摄入
的镁元素不足， 因此通过合理方
式及时补充尤为重要。

美国 《预防》 杂志介绍 ， 首
先可通过饮食轻松补镁 。 菠菜 、
羽衣甘蓝和甜菜等深绿色蔬菜含
镁丰富， 可适量多吃。 同时， 西
兰花 、 南瓜 、 坚果 （特别是杏
仁）、 豆类及可可粉等也含有丰富
的镁， 建议将这些食物编入日常
食谱， 形成良好的饮食结构。 其
次， 购买矿泉水时， 应留意其成
分表上镁元素的含量， 尽量选择
成分含镁且镁含量高的矿泉水 。
同类产品中气泡水含镁量则更高。
此外， 使用镁补充剂同样能补镁，
同时服用维 B 则能促进镁的吸收，
但需在医师指导下进行。

陈乐勤 译

近日， 加拿大食品检验署发布一则
通报称 ， 将召回一款圣劳伦特牌 （St
Laurent） 黄油， 因为该产品可能受单增
李斯特菌污染。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 （以下简称
单增李斯特菌） 是一种属于厚壁菌门李
斯特菌属的革兰氏阳性短杆菌， 细胞免
疫力低下和使用免疫抑制剂的患者容易
受到该菌的感染。

黄油受单增李斯特菌污染， 可能原因
有以下方面： 由于制作黄油的原料受到单
增李斯特菌的污染； 黄油加工设备和生
产环境由于清洗卫生措施不到位而使单增
李斯特菌污染黄油； 由于单增李斯特菌具
有较强的低温存活与生长能力， 可能在
低温仓库与冰箱贮藏过程中造成污染。

专家表示， 单增李斯特菌在加热至
60℃-70℃经 5-20 分钟可杀死， 70%酒
精处理 5 分钟亦可杀死， 因此消费者不
用过度担忧。 平时应避免食物冷藏时间
过长及食物间交叉污染， 食用冷藏或冷
冻食品前应进行彻底加热， 提高安全消
费和自我保护能力。

王月明

在男性 生 殖 健 康 中 心 ，
“少精弱精” 是常见病症之一，
经常有患者会问： 我不喝酒不
抽烟、 不熬夜， 怎么会少精或
（和） 弱精呢？ 其实， 除不良
生活习惯外， 不正确的饮食也
会影响精子的生成， 轻度少精
弱精患者不妨试试饮食调理。

均衡饮食全面营养 精子的
健康生成离不开均衡营养的支
撑， 不管荤菜还是素食， 只要
对精子有利都不要拒食。 西瓜、
葡萄、 番茄和某些贝壳类动物
体内含有丰富的番茄红素， 可
增加不育男性精子数量； 维 C、
维 E 都有提高精子质量的作用，
蔬菜含有丰富的维 C， 莴苣、 卷
心菜、 芹菜、 辣椒、 西红柿等
还含有较多的维 E； 鳝鱼、 海
参、 墨鱼、 章鱼、 芝麻、 花生
仁、 核桃等富含精氨酸， 精氨
酸是精子形成的必需成分， 能

够增强精子活力； 苹果及核桃、
花生、 榛子、 松子等坚果类食
物富含微量元素锌， 男人多吃
含锌丰富的食物不但对前列腺
有好处， 还可增加精子数量。

尽量避免争议食品 有文
章称某些食物或饮品有杀精、
影响生育的 “副作用”， 从优生
的角度考虑， 对这些 “争议食
品”， 大家还是尽量避免为好，
如烧烤油炸类食物可导致男性
少、 弱精； 芹菜有杀精作用，
男性多吃芹菜会抑制睾丸酮的
生成 ； 大豆制品也会让男性
“精力” 下降， 一周吃豆制品的
次数不宜超过 3 次； 奶茶中的
反式脂肪酸会减少男性激素的
分泌， 对精子的活跃性产生负
面影响； 可乐型饮料会直接伤
害精子， 影响生育能力等。

浏阳市妇幼保健院男性生殖
健康中心副主任医师 周迪武

糖尿病人群
宜食荞麦凉面

������很多人都有口舌生疮、 口角发炎的“上火” 经
历， 尤其是在高温天。 现代医学认为， 中医的“上
火” 与西医里的炎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美国国
家卫生研究院 （NIH） 最新研究认为， 长期不消的
慢性炎症是现代多种疾病的共同诱因之一， 如关节
炎、 肺炎、 冠心病、 脑卒中、 糖尿病、 老年痴呆症、
癌症等。 其实， 通过“管住嘴”， 即可减少炎症的发
生，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具体的做法吧！

高温天
管住嘴防“上火”

加拿大召回污染黄油 少精弱精
这样吃可以“““生生生精精精”””

针对糖尿病人群， 我首推的
一种食物便是荞麦面。 荞麦中含
有芦丁， 芦丁有降低血脂和胆固
醇、 软化血管、 保护视力和预防
脑血管出血的作用。 将荞麦面煮
熟 ， 搭配能够提供丰富维生素 、
矿物质等营养素的金针菇、 苦菊、
紫甘蓝等蔬菜以及低脂肪蛋白质
的虾仁， 不仅美味， 且营养丰富。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道荞麦凉
面怎么做吧！

主料 荞麦面 、 苦菊 、 金针
菇、 紫甘蓝、 虾仁适量。

辅料 白芝麻 1 勺 、 生抽 3
勺、 料酒 1 勺、 芝麻油 2 勺、 柠檬
汁 1/2 勺。

制作步骤 1、 锅中烧热水 ，
放入金针菇焯烫 1 分钟 ， 过凉备
用； 2、 将鲜虾仁放入沸水中焯烫
1 分钟至变色变熟； 3、 沸水中加
入适量食盐， 放入荞麦面煮熟， 捞
出过凉水备用； 4、 将所有调味料
混合， 与荞麦面和蔬菜等搅拌装盘
即可。

制作和食用应注意以下几点：
1、 生抽中含有盐， 所以调料

汁的时候不需要额外加盐。
2、 煮荞麦面时， 水中放入少

许盐， 可以让荞麦面更加筋道有
嚼劲。

3、 荞麦属于粗粮， 一次不可
食用太多， 否则易造成消化不良。

国家高级公共营养师 董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