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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红豆富含膳食纤
维、钾、镁、磷、B族维生素等多种营
养物质，特别能补充夏季流汗丢失
的钾，心肾功能不好的人尤其适合
吃红豆。

中医认为，红豆可清热解毒、
健脾益胃、利尿消肿、通气除烦的
功效，有利于夏季消水肿。

而红豆的亲戚——赤小豆，

利水消肿、解毒排脓作用更强。
一般来说，红豆煮汤、熬粥

均可，也可以和绿豆一起熬煮。
红豆还可以与大米一起煮红豆
饭，能增加粗粮的摄入量。夏季
的中期气温逐渐上升，以健脾为
主，适宜多吃红豆、红腰豆。

（据人民网）

随着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
对吃的要求也由
最初的“吃饱”
演变为“吃好”，
面对琳琅满目的
食品，怎么吃才
能在满足味蕾的
情况下，又能吃
出健康呢？

夏季常吃 6 种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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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外感风热，咳嗽心烦时，也
可以熬制绿豆百合粥，用绿豆、鲜百
合各50克，大米60克，根据个人情
况，可酌加白糖适量。

绿豆、大米煮粥，豆米煮至开花
时，加入百合煮熟，加白糖调味即
可。每日1剂，分2次食用，具有清热
解毒、润肺止咳、宁心去烦等功效。

毛豆就是新鲜带荚的黄豆，换
句话说，毛豆就是黄豆的“青春
期”。新鲜毛豆颜色鲜绿，口感很
嫩，但随着水分逐渐减少，颜色由绿
变黄，身材也变得浑圆，完全晒干后
就成为我们常吃的黄豆。

毛豆虽然叫豆，但它属于蔬菜，不
是淀粉豆类，营养也有独特优势，譬如
B族维生素含量很丰富，是一般蔬菜难
以比拟的，尤其是维生素B1。由于精
白米饭中的维生素B1非常少，因此，
对于主要以精白米面做主食的人来
说，可能会缺乏维生素B1，吃嫩毛豆等
鲜豆类是非常好的“食补”方法。

毛豆营养丰富且均衡，富含膳

食纤维，钾含量在蔬菜中也是名列
前茅，夏天快到了，出汗增多，适当
吃点毛豆还可以补充钾，缓解疲乏
无力和食欲下降。另外，毛豆本身
带荚，较少有药害和虫害，是相对比
较安全的“绿色食品”。

毛豆要选鲜嫩的。首先看豆荚，
颜色翠绿说明新鲜，饱满的则豆粒肥
大，用手掐豆粒，出汁或很容易掐进
去说明比较嫩，否则就老了。盐水毛
豆是最简单的烹饪方法，用剪刀把毛
豆两头剪掉，在锅中加适量清水，放
入八角、桂皮、甘草和盐，水烧开后放
入毛豆，煮8~10分钟关火，浸泡入味
就行。

豌豆是应季蔬菜，颗粒圆润鲜
绿，十分好看。豌豆可不是只以外貌
取胜，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有护眼
的食疗功效；另外，其维生素c含量比
较高，好吃又有助于提高免疫力。

整天对着电脑的上班族可以来
个护眼大餐，将豌豆、胡萝卜和玉米
一起炒着吃，不仅色鲜味美，而且营
养丰富，能有效缓解眼睛干涩不
适。小孩和老人也可以吃，营养丰
富，也很好消化。

另外，给大家推荐一款营养健
康的主食：豌豆焖饭。米饭快煮好
时加入洗净的豌豆，搅匀后继续烹
煮。煮好后再加入洋葱丝、熟的瘦
肉粒，盖上盖再焖一会儿即可。这
时大米中谷类蛋白、豌豆中的豆类
蛋白和瘦肉中的动物蛋白互补，营
养全面，适合白领和学生等人群食
用。在选购豌豆时，要选深绿色、有
光泽 的新鲜豆子，掐一下，嫩的有
水流出，老的则硬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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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豆性平味甘，不温不燥，老
少皆宜，春末夏初吃些，不仅可以
获得丰富的营养，且能益气健脾，
利湿消肿，养肝明目，补肾强筋。

蚕豆的吃法很多，较简单的
要数蚕豆米鸡蛋汤。先将1斤蚕豆
剥壳，取出一颗颗蚕豆，再将蚕
豆米一分为二，两个鸡蛋打散。

锅中放油，将大蒜放进锅中炒一
下，加清水烧开后放入蚕豆米，
煮开后继续煮1至2分钟，将火力
调到最小后慢慢倒入鸡蛋液，煮
沸后撒盐调味即可食用。

需要注意的是，蚕豆不可生
吃，脾胃虚弱者不宜多食，过敏体
质慎用，“蚕豆黄”忌食。

拿扁豆来说，健脾和中、养胃
下气，具有消暑化湿的功效。这对
于眼下气温高、湿气重的气候来
说，正好“对症”。

而且，每 100 克扁豆可食
用部分的膳食纤维含量为 4.4
克 ， 足 足 比 我 们 常 挂 在 嘴 边
的、富含膳食纤维的芹菜多了
3 倍还要多。平时精米白面吃
得多，体内纤维素含量不足，
导致便秘上火的人，赶紧多吃
点 扁 豆 吧 。 但 如 果 是 平 时 辣
椒、咖啡等刺激性食物吃多了

导致的便秘，就不能靠摄取膳
食纤维而缓解了，反而有可能
越吃膳食纤维含量高的食物便
秘越严重。

另外还要注意，很多人都知
道扁豆如果不煮熟煮透很容易
食物中毒，但每年各地还是会
出现扁豆中毒事件，所以，在
饮 食 安 全 问 题 上 不 要 心 存 侥
幸，做扁豆菜时，一定要保证
做熟。如果在外面一些餐馆吃
饭，觉得对卫生不放心，就干
脆不要点豆角类的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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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食偏食
伤害心血管

夏季吃毛豆补钾缓解疲乏2
夏季吃扁豆消暑化湿5

夏季吃红豆补钾消肿6

拒绝富含营养素的新鲜食品，钟爱高脂高糖
食物，不仅会让营养不平衡，还会伤了心血管。
芬兰国立卫生和福利研究所、赫尔辛基大学和爱
沙尼亚塔尔图大学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挑食偏
食会导致饮食质量下降，增加患心血管疾病和Ⅱ
型糖尿病的风险。

研究人员对芬兰4000名年龄为25~74岁的
受试者进行了为期7年的随访。结果发现，挑食
偏食的人膳食纤维、蛋白质和单不饱和脂肪酸摄
入不足，饱和脂肪和盐的摄入量却较大。这会提
高人体的炎症反应，进而增加患慢病的风险。挑
食偏食行为也会遗传，且在儿童和老年人中尤为
常见。

芬兰国立卫生和福利研究所教授马库
斯·佩罗拉强调说：“多样化的健康饮食，对
于健康起着关键作用，如果我们能干预一些
不正常的饮食行为，比如儿童偏食挑食，将
有 助 于 在 早 期 预 防 潜 在 的 健 康 问 题 。”

（据人民网）

素食如何补铁
铁是构成血红蛋白、肌红蛋白、细胞色素以

及某些呼吸酶的成分，参与体内氧的运送和组织
呼吸过程，并维持正常的造血功能。铁缺乏引起
的缺铁性贫血是世界上最常见的营养缺乏症之
一，在我国主要发生于婴幼儿、育龄期妇女和老
年人，特别是孕妇中。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成年
男性铁的摄入量为12毫克/天，女性为20 毫克/
天。铁的最佳食物来源是富含血红素铁的红色内
脏和肉类，如肝脏、心脏、禽类的胗、动物血、
红色的牛羊肉和瘦猪肉等。但素食人群只能通过
植物性食物来补充，而身体对于植物中铁的吸收
率远低于动物中的铁。所以素食者更需要每天吃
富含铁元素的植物性食物（如黑木耳、松蘑、青
稞、豆腐皮等），同时摄取富含维生素C的食物
来提高铁的吸收率。

（据人民网）

游泳深受人们喜爱，不少人把它当成减肥的
“良方”。但有些人游了一段时间后发现，体重非
但没有减轻，反而增加了。为此，《生命时报》记者
采访了北京体育大学游泳学院教授温宇红，他表
示，游泳减肥效果不佳，可能是方式不当，并提出
了两点建议。

制定长期目标。游泳前对自己的游泳技术
和体力进行评估，并记录体重（有助检验减肥
效果），然后做一个长期的计划，最好每周不
低于3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持续三个月以
上。这样才能实现有氧运动，从而消耗脂肪。
不过，当游泳者体力和技术都不足、无法连续
游满 30 分钟时，可以在游泳间隔稍作喘息
（休息到可以继续游，但又没有完全恢复体
力），再继续。

游泳后不要马上进食。游泳时会消耗大量的
热量和脂肪，容易有饥饿感。如果游泳后大量进
食，当摄入的热量和脂肪大于游泳所消耗的热量
时，就会发胖。一般情况下，游泳30分钟后再进
食，饮食量与平时保持一致，不要大吃大喝，多吃
蔬果和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少吃高脂肪、高热量的
食物。 （据人民网）

来电话怕接不到，有些老人习惯把手机铃声
调成节奏感很强的音乐。但铃声突然大作会吓着
老人，让他们半天缓不过神来。

研究显示，在突然的声音刺激下，人体会
产生应激反应，表现为体内肾上腺素水平提
高，心肌收缩力加强，引起血压升高、心率加
快，同时增加精神压抑、心脏病的患病风险。
尤其患有慢性心血管疾病的老人，在刺耳铃声
的刺激下还可能诱发恶性心律失常。英国《每
日电讯报》曾报道过一项研究：正常时，人从
熟睡状态到清醒，每分钟的呼吸次数会增加，
心跳会加快，脑电波从每秒8次提高到每秒30
次；如果熟睡中突然被手机铃声吵醒，人的短
期记忆力和认知能力会受到严重影响，容易产
生心慌、头重脚轻的感觉。

建议家人帮老人调整手机铃声，一定要远离
激情摇滚、劲爆舞曲等节奏快、声音大的音乐，
选择较和缓的乐曲，如轻柔的慢歌、儿歌、纯音
乐等，音量也别太大。一些老歌也很适合当老年
朋友的手机铃声，如《四季歌》《洪湖水，浪打
浪》等。这些音乐存在老人脑海多年，会让他们
找到熟悉亲切的感觉，而不会让人瞬间高度紧
张、心跳加快。 （据人民网）

游泳方式不当
越游越胖

老人手机铃声
不宜太劲爆

▲绿豆

●注意坚持合理饮食
夏季，人的消化道功能减退，食欲

下降，水分丢失较多，高血压病人尤其
需要注意。一方面饮食宜清淡，同时要
均衡营养；另一方面，要经常补充水
分，即使感觉不太渴也要常喝水。

●注意保证睡眠时间和质量
人们在睡眠中才会出现血压下

降，所以应保持血压的昼夜规律。高血
压病人夏天夜间睡眠质量下降时，会
出现血压升高，加重对心脑血管的损
害，因此一定要保证睡眠时间和质量。

●注意避免忽冷忽热
有不少高血压患者血压一直控

制得很好，可一到夏天就不稳定，
这与使用空调不当有关。尤其是刚
从炎热的外部环境回家时，空调温
度过低，一热一冷，血管会从本来
的舒张状态一下子变成收缩状态。
建议高血压病人要特别注意保持良

好的生活环境，室温最好保持在
22℃~26℃之间，早晚开窗通风，
保证室内空气清新。

●注意适当降低运动强度
夏季人体的消耗比其他季节

大，高血压病人的活动方式也应适
当调整，以静养为主。但这并不意
味着总是躺着休息不锻炼，而是适
当降低运动强度，以免因过度运动
导致血压骤然升高。适合高血压病
人进行的运动项目有打太极拳、健
走、慢跑、游泳等，有利于放松精神，
调节神经，扩张血管。

●注意根据血压波动规律来服药
人的血压是波动变化的，一天中

早上6点与下午6点血压最高，中午
稍低，凌晨2点最低；一年血压变化的
规律是夏天偏低。因此，高血压病人
可遵医嘱调整用药，避免血压过低，
诱发心脑血管疾病。 （据人民网）

本报讯（见习记者陈婷婷）连
日来，我市大范围出现高温天气，
据天气预报，高温天气还将持续。
这种天气极易引发中暑症状，医生
建议市民外出要做好防暑措施，避
免中暑。

记者从海南西部中心医院获
悉，近段时间由天气炎热而出现中
暑症状的病人开始增多。海南西
部中心医院的护士告诉记者，高温
天气下，长时间从事户外工作或者
在户外进行高强度的锻炼很容易
造成中暑。

据介绍，根据临床表现，中
暑可分为先兆中暑、轻度中暑、
重度中暑。其中重度中暑又分为
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热射
病是最严重的中暑类型，是一种
致命性急症。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邱恒毅医
生提醒广大市民，要尽量避免在
气温最高时间段出行，如果一定

要外出，应采取必要的防晒措
施，穿着透气、散热的棉、麻等
面料衣服，多补充水分。一旦发
现有人中暑，要立即将其移至阴
凉清凉处，采用冷水湿敷或扇
风、冷水坐浴等降温措施，饮用
淡盐水或一些含盐分的清凉饮
料，可以缓解症状，如果中暑症
状持续，出现恶心呕吐症状，甚
至发生抽搐、神志不清等症状，
一定要立即送到医院就诊。

此外，邱恒毅医生还建议患有
心脏病、原发性高血压、肝肾疾病
等慢性病患者，以及老体弱者要时
刻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必要时减少
工作量。高温作业者在饮食上可
适当增加维生素E的摄入，不建议
在高温天气下持续长时间工作，要
保证充分的休息时间。另外，建议
广大市民提高预防中暑的意识，家
中常备清凉油或藿香正气水等防
暑药，做好防暑准备。

医生提醒注意防暑防暑防暑防暑防暑防暑防暑防暑防暑防暑防暑防暑防暑防暑防暑防暑防暑防暑防暑防暑防暑防暑防暑防暑防暑防暑防暑防暑防暑防暑防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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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热的夏季，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容易大起大落，出现胸闷、气短、头痛和失眠等
症状，脑梗、心梗等意外也频频发生。面对高温天气，高血压患者该如何平安度夏？

为了更好地控制血压，患者还应有五个注意。

▲毛豆

▲豌豆

▲红豆

▲扁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