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上过年，过年前的各种年会聚餐，过
年时的各种聚会大餐，都会大鱼大肉，相当
肥腻。太过肥腻的食物不仅会导致肥胖，有
些还会出现恶心，腹部不适的现象，这时怎
么办呢？ 可以吃以下 5 种食物解油腻。

燕麦具备降胆固醇和降血脂的作用，
这是由于燕麦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这种可溶性的燕麦纤维， 在其他谷物中
找不到。

山药有“神仙之食”的美誉，其黏液蛋
白能预防心血管系统的脂肪沉积， 保持血
管弹性， 防止动脉硬化； 减少皮下脂肪沉
积，避免肥胖。

芹菜含有较多膳食纤维， 特别含有降
血压成分，也有降血脂、降血糖作用。另外，
芹菜叶中含的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C 较多，
吃芹菜时不要把嫩叶扔掉。

山楂中所含的果胶是可溶性膳食纤
维，有降低胆固醇，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作
用。 常吃山楂可除油解腻，促进消化。

洋葱含有环蒜氨酸和硫氨酸等化合
物，有助于血栓的溶解。

（摘自《生命科学》）

5种食物快速解油腻

营养识堂

橘子也分公母
微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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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新年即将到来，作为中国人最
为重视的节日，人们的饮食生活与平常
相比变化很大，亲友聚餐、外出就餐等
活动增多， 还会集中采购大宗食品、制
作大量菜肴，采购、加工、储存等环节稍
有不当，便会造成食品安全隐患。 春节
期间正值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的高发
期，大家一定要谨防食物中毒，以过一
个快乐祥和的春节。

采购食品时， 要到规模大、 信誉
好、 食品质量把关较严的商场或超市
选购，选择新鲜、无变质的食品。 购买
肉、海鲜等食物时，应注意新鲜度、有
无检疫部门的检疫章。 不要购买、加工
和食用来历不明的食物、 死因不明的
畜禽或水产品，不要采摘、食用不认识
的野生菌类、野菜和野果，以保证食品

原料的卫生安全。
家庭聚餐时，避免暴饮暴食，以免

出现胃肠功能紊乱和身体抵抗力降低，
增加患病风险；要坚持良好个人卫生习
惯， 在烹调食物和进餐前要注意洗手，
接触生鱼、生肉和生禽后再次洗手。 要
做到养成饭前洗手的良好卫生习惯。如
果外出要就餐时不便洗手，那也一定要
用酒精棉或消毒餐巾擦手。 建议春节期
间可以多带一些质量过关的消毒的湿
纸巾，以备随时使用。

尽量不要生食肉类、海（水）产品等
食品；制作食品时要做到生熟食品分开
加工，生熟食品加工用具分开使用。 无
论是存放还是备料切食的时候，都要做
到生、熟食品分开，尤其在切菜的时候，
砧板和刀都要分开，切生肉可以固定刀

和砧板，而且摸过生肉的手一定要洗净
再去拿熟肉和蔬菜，这样可以避免生熟
食品交叉污染。

剩余食物要及时冷藏，剩余食品和
隔夜食品要彻底加热后再食用。 把食品
买回家后要及时放进冰箱冷冻、 冷藏。
熟食应待凉透后放入冰箱冷藏，冷藏食
品之间要有间隙。

进餐后如出现呕吐、 腹泻等食物
中毒症状时，要立即进行自救，尽快吐
出胃中物，并尽快就医。 同时立即向当
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并保留所有剩
余的食物和加工设备， 以备调查中毒
原因之用。

购买食品及外出就餐要索取和保
留好相关票据，以备中毒原因调查。

（摘自《现代健康报》）

春节期间谨防食物中毒

橘子是大家都喜爱的一种水果，不仅价格便宜，而且口感好，老
少皆宜。

人分男女，动物分雌雄，植物也有公母，我们挑选橘子也不例外。
一般来说母橘子皮薄汁多比较甜，大家都喜欢购买母橘子。

如何分辨呢？ 我们通常通过橘子脐来分公母， 如果橘子脐是圆
的，那就说明是母橘子，如果只有一个点，那就说明是公橘子，还有肚
脐凹进去的橘子口感就会更好一些。 （据中新社）

春节期间， 家里的零食和饮料特别
多，小朋友容易“贪吃”，加上主食比较油
腻，一定要注意宝宝的饮食，不能过量、过
腻、过食生冷食物。

春节期间，饭局多，吃的也相对油腻，
上火是大概率事件。 春节膳食要少吃荤
菜，多吃豆制品、蔬菜等素菜。吃进含蛋白
质量较高的荤菜，往往会引起上火、便秘，
感觉疲劳倦怠、胃肠胀气，引发高血脂、冠
心病、脑血栓等疾病。 我们可以用柚子或
橘子皮在凉水中浸泡几分钟， 然后煮开，
喝下去就会缓解很多。 春节期间饭局多，
如果喝酒，一定要把量控制在身体能承受
的范围内。 （据新华社）

生活贴士

春节健康小贴士

大家都知道用梳子梳头有保健作用，
其实， 人体还有两片天然的养生土壤，就
是手掌和脚掌。 中医认为，人体十二经脉
的起始或末端都汇集于手脚， 按摩手脚
心，可以疏通经脉，调理脏腑阴阳及气血，
给全身补充能量。

具体操作手法是： 用梳子背部来回
刮拭手掌心、脚掌左右两侧及脚掌心，以
发热为度。 同时，可用梳把按压手脚心以
及手脚掌按压有痛点的部位，每个 20 次
为宜。

需要提醒的是，由于早晨和晚上是唤
醒身体和脏腑休息的时间，故此方法最好
每天早晚各做一次。 （摘自人民网）

养生保健

梳手脚给全身补能量

春节临近， 又迎来了各种酒宴的高
峰，各种各样的“解酒药”又开始受宠。 如
今药店、 网络上都有一些解酒药的广告，
说是吃一些可以“千杯不醉”，保你在酒桌
上“横扫千军”，这种药真的有如此大效果
吗？解酒药真的有用吗？其实不然，解酒药
让你千杯不醉只是个传说，依赖解酒药而
大喝特喝的话，患上酒精肝是迟早的事。

从临床上说，根本没有解酒药。 解酒
药有一个共性，即这些解酒药都不是药字
号药品，更多属于保健品。专家强调称，目
前医学上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解酒药，也
没有听说有解酒产品能对酒精产生的副
作用起到预防或阻断作用。

（摘自《健康时报》）

勿轻信解酒药的神效
提个醒儿

西红花，又名藏红花、番红花，自古都
被称为“女人花”，常用于女性调节气血，调
理月经、祛斑养颜及产后恶露不尽等。随着
现代药理研究的发展， 西红花的作用已经
涵盖神经系统、心脑血管系统等方面。

有媒体报道， 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等
机构研究人员近日发表论文称， 西红花提
取物与抗抑郁药物联合使用时有较好的抗
抑郁效果。 论文中表示，有 160 名 18 岁至
65 岁的抑郁症患者参与了为期 8 周的试
验。 他们被分为两组，两组人都服用抗抑郁
药物， 其中一组患者还额外服用西红花提
取物胶囊， 另一组患者额外服用的则是安
慰剂。

结果显示， 服用西红花胶囊一组患者
的抑郁症状减轻 41%， 服用安慰剂一组患
者的抑郁症状减轻 21%。 此外，前一组患者
在睡眠质量、 积极参与各种活动等方面也
表现更好。 （摘自《大河报》）

西红花有助抗抑郁
居家锦囊

什么原因使得人们爱凑热闹呢？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好奇心是基础。
它促使人们对未知的事物一探究竟，
是求知的动力。 正如居里夫人所说，
好奇是一种品格。如果一个人对任何
事物都不感兴趣、不好奇，那恐怕得
看心理医生了。

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从众心理是
凑热闹的直接推动力， 俗称“随大
流”。这是因为一方面，个人的想法和
行为容易受到身边的人影响；另一方

面，在社会群体中，如果特立独行会
感到孤立，失去社会角色。其次，凑热
闹会让人们有与周围人谈话的资本。

此外，有趣的是，无论凑的热闹
是好是坏，这一行为似乎都能给人带
来正性的心理强化。 比如有人结婚，
邻居们都会凑过去看新娘子，看过之
后有人会暗暗鼓励自己。 反之，凑去
看坏事，比如哪里汽车追尾了，围观
者的好奇心会得到极大满足。

（摘自中国青年网）

探索发现

人为什么都爱凑热闹

流言粉碎机：

流言： 长期跑步会损伤膝盖，更
容易患关节炎。

真相 ：导致关节炎的风险因素
包括年龄、家族史、超重和受伤等，
而跑步的时间长短、强度、距离和
长跑次数与关节炎没有任何关联。
换句话说，年纪越大、体重越高、有

关节炎的家族病史或者曾经有过
关节受伤的人越容易得关节炎。

长跑并不毁关节，马拉松运动员
得关节炎的比例反而比普通人还低。
也就是说，跑步可以是膝盖的保护因
素，关键在于正确的跑步方式。

（摘自《健康报》）

跑步易患关节炎

中银基金业绩持续优异
2019年股债产品整体飘红

2019 年，A 股一扫前一年的颓
势，虽然年内振荡剧烈，全年仍取得
超过 20%的涨幅。 债市则持续飘红。
中银基金把握市场机会，权益类及固
定收益类产品基本实现正收益，一批
基金涨幅领先行业，并再次实现专业
奖项“大满贯”。

展望新的一年， 中银基金认为，
全球经济短期内仍在寻底过程之中，
但或将在 2020 年温和反弹， 国内经
济也有望实现软着陆，或难出现强政
策刺激，建议重点配置股票等权益类
资产。 （陈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