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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刚

喝茶能减肥的说法古已有之，《本草拾
遗》里说茶有“轻身”、“换骨”、“延年”的作用。
其中“轻身”就是说茶的减肥功效。但是，世界
茶品有上千种，不是每一种茶都能减肥，那么
哪种茶的减肥效果才是最好的呢？ 喝什么茶
能减肥？哪种茶适合自己？

要想减肥的话，最重要的就是改善体内的
新陈代谢，只要代谢能力加强了，脂肪燃烧的
速度也随之增加，以下几种茶可以有效地调节
你身体的饥饿激素和人体卡路里的燃烧指数，
是新陈代谢的助推器，能够帮助你燃烧更多的
脂肪细胞，不妨结合运动和饮食，每天喝上3-4
杯，长期坚持会有意想不到的瘦身效果。

【黑茶】脂肪的清道夫

研究人员将老鼠分成五组， 在两个月的
时间给它们喂了不同饮食。 除了一个对照组,
一组给予高脂饮食没有茶补充， 另外三个组
喂高脂肪的食物和不同剂量的黑茶提取物。

研究人员发现,喝茶组老鼠的体重和体内
的甘油三酯明显偏低。 黑茶富含各类微量元
素、矿物质，能有效降脂、降压、降低胆固醇，
且无任何副作用。可见，黑茶能清理肠道，有
降脂，降压和减肥功效， 也不失为是一种好的
减肥佳品。

【绿茶】新陈代谢的助推器

在最近的一次为期12周的研究中, 在同
样的条件下， 在参与者每天运动25分钟情况
下， 日常习惯喝4�-�5杯绿茶的锻炼者平均比
非饮茶锻炼者多减少两磅体重。 绿茶中含有
儿茶素具抗氧化、 防止老化， 抑制脂褐素形
成，将体内毒素排出，能维护我们身体健康的
功效。 多喝绿茶对于减掉多余的脂肪尤其是
腹部的脂肪尤其有效。

【乌龙茶】脂肪的熔炼工

中国综合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在
6周的时间里， 在相同的情况下经常喝乌龙茶
的被调查者会多失去了6磅的体重。 乌龙茶是
半发酵茶，几乎不含维他命C，却富含铁、钙等
矿物质， 含有促进消化酶和分解脂肪的成分，
可燃烧体内脂肪。饭前、饭后喝一杯乌龙茶，可
促进脂肪的分解，使其不被身体吸收就直接排
出体外，防止因脂肪摄取过多而引发的肥胖。

【薄荷茶】食欲的破碎机

一项发表在神经学和骨科医学研究发现,
薄荷有很好的抑制食欲的作用， 那些每天闻
薄荷两个小时的实验者在一个月的时间平均
失去5磅体重，一杯饱含薄荷香气的薄荷茶可
以很好地抑制你强烈食欲达到减肥的目的。同
时，薄荷所含的薄荷醇能加速体内循环、去油
腻、缓解腹胀感，并达到分解、燃烧体脂肪、轻
身减肥。

【白茶】脂肪拦截器

白茶，属微发酵茶，在营养和代谢杂志上
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 白茶可以同时提高脂
类分解和防止脂肪细胞生成功效。白茶茶叶中
的茶碱和咖啡因， 能够有效地减少脂肪堆积，
再加上白茶中除了含有其他茶叶固有的营养
成分外，还含有人体所必需的活性酶，能提高
体内脂酶活性，促进脂肪分解代谢，从而帮助
达到减肥瘦身的效果。

喝茶减肥对症才能享“瘦”

为了能减肥，拥有好身材，
吴女士尝试了多种减肥方法，
喝茶也是其中之一。 但喝哪种
茶适合自己？这让她很是困惑。
专家提醒，不同年龄段的女性，
有不同的减肥重点， 选择适合
自己的茶才能达到瘦身目的。

16~24岁：喝菊花决明茶

这个年龄阶段的女生虽然
代谢旺盛， 但由于生活工作的
限制，运动量很有限，因此肥胖
的部位大多集中在腰腿部。这
是因为大量毒素和网膜脂肪堆
积导致的肥胖， 想要瘦身就要
从 排毒入手，清肠排毒分解脂
肪， 降低血液中脂肪颗粒的浓
度。

推介茶饮：菊花决明茶。菊
花茶能凉血降内热、 减少血液
黏稠度，加速身体血液循环。决
明子是明目疏肝、 润肠通便的
中草药， 与菊花茶搭配能帮助
排出体内宿便毒素， 加速肠胃
运动， 减少腰腹部和腿部脂肪
堆积。

25~28岁：玫瑰陈皮茶

从25岁开始， 女性新陈代
谢开始逐渐下滑， 经过生育之
后有可能下滑得更快。 因此调
理代谢及内在循环， 可选择能
滋阴补肾、保健瘦身的茶品。

推介茶饮：玫瑰陈皮茶。玫
瑰花性温无刺激， 特有的玫瑰
油能滋阴补肾、疏肝理气，帮助
紊乱的内分泌趋于稳定。 而陈

皮具有改善消化系统的功能，
因此玫瑰花和陈皮搭配冲茶
饮，能起到排毒助消化、稳定内
分泌，提升代谢的瘦身功效。

29岁~50岁以上：
黑茶轻轻茶

随着年龄的增加， 身体新
陈代谢也随之下降， 激素分泌
不足和循环变差会导致身体发
胖。 因此这个年龄段要通过喝
茶瘦身必须要以养为主， 同时
还要搭配局部燃脂的运动才能
甩掉肥胖。

推介茶饮：黑茶。黑茶是发
酵类茶品，富含氨基酸、矿物质
和微量元素。 并且由于经过微
生物发酵， 茶叶中的刺激性物
质都已经得到转化， 非常适合
这个年龄阶段的女性饮用。黑
茶能促燃脂去油腻， 帮助降低
三高。

50岁以上：适量的红茶

此阶段的女性饮茶有益于
健康，但要适时、适量、饮好茶。
这个年龄段女性吸收功能、代
谢机能衰退， 粗老茶叶中氟、
钙、镁等矿物质含量较高，过量
饮用会影响骨代谢。晚间、睡前
尤其不能多饮茶、饮浓茶，以免
兴奋神经、增加排尿量，影响睡
眠。

推荐茶饮：红茶。在饮茶种
类上，以红茶为宜。在喝花茶、
绿茶时，最好能放一两颗红枣，
一两片生姜，抵消其寒凉之性。

《大茶视界》
各地广告、发行负责人

马鞍山 杨方明 18955593557
梧州 黎坚斌 13707741646
哈尔滨 姚庭擒 15204612902
大庆 徐 青 13704895558
库尔勒 �孙铁良 13652078929
郑州 张彦成 13903719593
新郑 王书之 13223097822
禹州 赵红伟 13838021513
西平 刘长运 13938395569
鹤壁 孙金亮 13569669111
安阳 董 克 13937226846
南阳 曾庆双 15637765324
英德 李 灵 15303003288
东莞 陈梅英 13902641705
成都 陈水源 15802882220
南昌 黄彦军 15180164132
常州 李洪春 13401386819
淮安 孙文广 18952327108
盱眙 张少军 13901400602
无锡 龚妮娜 15052748407
宿迁 石 磊 18951456037
沧州 王国霞 15227546826
诸暨 郭小英 18218800696
天津 苏海珍 13820608283
沈阳 李 爽 18645064770
太原 葛 静 18803518133
台州 洪 璐 13732356906
焦作 亓合利 18623895252
临沂 徐新程 18263963363
中牟 田月美 18037273658
武汉 张亚雄 15727029799
许昌 高 红 13069528864
厦门 潘阿惠 13720872817

年龄不同，减肥的茶选择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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