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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素不一定能降“三高”

医生：可能还会吃出病

天冷易犯困多吃 5种高“镁”食物 让你精神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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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多

人都会在耳朵出现瘙痒时，习惯

性的掏耳朵，因为这样能有效缓

解瘙痒问题，并且也能掏出耳朵

中的一些分泌物。但有些时候即

便耳朵非常痒，但我们在掏耳朵

后，依旧掏不出其他东西，这到

底是为什么？上饶市第五人民医

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潘赞

标告诉记者，耳朵发痒，或与以

下

5

种情况有关。

1

、外耳道湿疹 ：耳朵虽然

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耳朵

本身也是相对脆弱的，所以在季

节更替时，一些身体免疫力较差

的人就很容易出现耳朵疾病等

问题。 而感染耳道疾病时，发痒

问题就很容易发生。如果发痒情

况经常发生，我们就可以通过掏

耳朵来缓解，但如果在掏耳朵时

并未出现其他物质，并且瘙痒问

题非常严重，那就很可能与外耳

道湿疹有关。

2

、螨虫 ：螨虫我们虽然通

过肉眼无法观察到，但螨虫在我

们的生活中确实存在。螨虫一般

喜欢依附在我们脸上或床单上，

如果我们睡觉的床单上螨虫过

多的话，那么耳朵中也就很可能

存在螨虫，因为耳朵中潮湿的环

境更有利于螨虫的生存。当我们

耳朵中存在大量螨虫的话 ，那

么，螨虫的不断运动就会导致耳

朵内部出现发痒等问题。对于这

种问题，我们可以针对被罩进行

暴晒和清洗，这样在一定程度上

也能有效杀灭螨虫，对瘙痒等问

题的改善也有一定帮助。

3

、耳朵进水 ：随着人们对

运动锻炼的逐渐重视，游泳行为

也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虽然游

泳对身体锻炼有很大好处，但如

果我们在游泳后不能对耳道内

的水分进行清理， 那么潮湿的

耳道就很容易导致细菌滋生 ，

并且耳道内进水还会对外耳道

造成损伤 、 细菌感染等问题 ，

而这时瘙痒以及刺痛等问题也

容易出现。

4

、上火：如果我们生活中养

成了不良的饮食习惯， 特别是喜

欢吃一些辛辣的食物， 这种饮食

习惯同样会导致人体出现肝火旺

盛。 如果大家平时熬夜的话，人体

的肝脏恢复也会受到影响， 当肝

脏出现损伤后， 上火等症状也更

容易发生。 上火很容易让耳朵发

痒问题频繁出现， 所以对于这种

瘙痒问题，解决上火才是关键。

5

、糖尿病：如果我们平时经

常掏耳朵，却并未掏出其他东西，

那么这种情况就很可能与糖尿病

有关。 因为当人体血糖无法正常

控制时， 血糖的升高就很容易导

致神经出现异常， 人体会伴随有

瘙痒的问题。 对于糖尿病引发的

耳朵瘙痒问题， 我们首先要对血

糖进行控制， 只有这样才能减少

瘙痒问题的出现。

虽然我们耳朵出现瘙痒后，

掏耳朵能有效缓解症状，但如果

我们经常掏耳朵的话，这种行为

不仅会对耳朵造成损伤，同时还

容易引发中耳炎，外耳道炎症等

疾病的发生。其实除了耳朵瘙痒

问题之外，当我们身体出现一些

不适或异常症状时，也一定要多

加关注，因为这很可能是疾病发

出的信号，如果能从早期进行预

防，那么疾病对身体造成的影响

就能降到最低。

(

本报记者 程家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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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 ， 除了凛冽的寒风 ，

干燥给人的感受是最深的。 面

部起皮、 瘙痒， 手足干燥、 皲

裂， 口唇干裂、 起皮， 喝水也

不管用， 用了很多保湿品还是

干……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上饶市立医院中医科主治

医生熊贞良认为， 燥是一种邪

气， 从秋季开始， 湿润的空气

逐渐干燥， 使人们感到各种不

适。 从自然界的环境变化来说，

燥邪无法避开， 所以正确的应

对措施显得尤为重要。 这里介

绍一些中医应对“ 干燥” 的方

法， 不妨一试。

口唇干燥抹蛋黄油： 如果

口唇干燥皲裂， 建议先用具有

消炎收敛保护作用的蛋黄油 ，

睡前涂在唇部， 一般一周就会

痊愈 。 古医籍中称蛋黄油为

“ 雏凤膏”， 其性平， 味甘， 具

有解毒消肿、 敛疮生肌等功效。

制作方法是取鸡蛋

1

个， 加水

煮至熟透， 剥去蛋白， 取蛋黄

放入铁锅里捣碎， 用小火熬出

蛋黄油 ， 直至蛋黄呈乌黑色 。

待冷却后， 连油带渣一并敷在

口唇处。 另外， 建议一年四季

都要涂润唇膏， 尤其是睡觉前，

因为白天吃饭喝水之后， 润唇

膏会脱落一部分， 补起来会很

麻烦， 利用夜间修复唇部， 坚

持两天就会看到效果。

面部干燥喝沙参玉竹猪骨

汤： 面部干燥是皮肤水油不平

衡的表现。 此时可以多喝点沙

参玉竹猪骨汤给皮肤补水。 具

体做法是： 取猪骨

1000

克、 玉

竹

15

克 、 沙参

15

克 、 红枣

6

克、 枸杞

3

克， 猪骨焯水， 砂

锅中加入适量的冷水烧开， 倒

入焯过水的猪骨， 将泡发好的

玉竹、 沙参、 红枣、 枸杞， 以

及适量葱 、 姜 、 花椒 、 八角 、

料酒放在一起煮， 煮开后加入

少许陈醋， 转小火再煮一个半

小时左右， 出锅前加入盐调味

即可。

很多人纳闷， 自己没少喝

水， 皮肤为什么还是干？ 熊贞

良告诉记者， 其实， 喝水方法

也有讲究。 首先， 不要喝饮料。

饮料的渗透压一般比生理盐水

要高， 所以喝进去反而会吸走

身体里的水分。 这和生物课实

验———萝卜泡在盐水里就会蔫

儿， 是一个道理。 所以， 最好

的饮品就是白开水或淡茶水 。

其次， 饮水的频率和量也要注

意 ， 建议少量多次饮水 。 如

果一口气喝很多水 ， 喝进去

的水很快随着尿排走了 ， 起

不到滋润皮肤的作用 。 正确

的方法是每次喝两三口 ， 过

一会儿再喝， 这样才能让水分

存在身体里， 起到滋润皮肤的

作用。

(

本报记者 程家富 文

/

图

)

耳朵总是瘙痒难受

医生：与 5种情况有关

冬季人体各种“干” 中医调理有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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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丰区的李女士来电咨询， 吃素是不是就能减肥，吃

素比吃肉是不是更健康？她甚至听一些“ 三高”的人说吃素

就能降“ 三高”，事实是不是真的如此？ 上饶市人民医院预

防保健科医生姜东方表示，长期单纯吃素并不健康，很有

可能吃着吃着就病了。 关于吃素的那些“ 流行误区”，姜东

方一一进行了澄清。

注意吃素的这些误区

长期吃素一定能减肥吗？答案：并非如此。一些人只吃

素，不沾荤腥，刚开始时，短时间内体重确实会下降，但长

期如此，体重不仅不会降低，甚至有可能出现反弹。减肥的

关键是控制总热量摄入， 同时加强体育锻炼进而消耗能

量，并非简单的非荤即素。 例如油条、油饼、面包等食物中

没有肉，但淀粉、糖、油脂含量比较高，吃多了更容易长肉。

吃素能降“ 三高”？ 答案：不一定。 对于“ 三高”人群，医

生往往建议清淡饮食，但吃清淡点，不等于简单粗暴地纯

吃素，应该少吃肉，而不是不吃肉。 而且，更值得关注的是

食物的烹调方式， 许多仿荤素菜和油炸素菜并不健康，烹

饪时少油、少盐才是重中之重。

吃素能导致脂肪肝？答案：这是真的。长期只吃素还患上

了脂肪肝，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这是因为长期只吃素的人蛋

白质摄入不足，会使得肝脏对脂肪的转运出现障碍，进而导致

脂肪在肝脏堆积。 而素食中的米饭、面包等食物含较高热量，

大量进食有可能导致身体将多余的碳水化合物转化为脂肪进

行储存，导致脂肪肝的形成。 因此，长期只吃素会引起营养平

衡失调，也无法完全改善或缓解脂肪肝。

任何人都适合吃素？答案：不一定。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明

确指出，不主张婴儿、幼儿、孕妇选择全素膳食。婴幼儿和儿童

处于生长发育期，需要充足的多种营养素保障其生长发育。对

营养有特殊需求的人，如术后休养的病人，在不能保障营养摄

入均衡满足身体需要的情况下，不建议完全吃素。

素食这样吃更健康

通常来讲，营养医师建议以素食为主，荤素搭配，但不

建议大家吃全素。 长期只吃素容易导致蛋白质、 维生素

B12

、

ω-3

多不饱和脂肪酸、铁、锌等营养素缺乏，免疫力下

降、味觉下降易疲劳、健忘、脱发等一系列健康问题都可能

找上门。

那么，素食如何吃更健康？姜东方建议注意以下几点：

谷类为主、食物多样，适量增加全谷物。 每天保证摄入

50

克

-80

克大豆及其制品，适量选用发酵豆制品，如腐乳、豆

豉、臭豆腐等。 常吃坚果、海藻和菌菇，蔬菜、水果应充足，

合理选择烹调油。 蔬菜、水果含有维生素

C

、胡萝卜素、膳

食纤维及多种抗氧化物质， 其中深色蔬菜含量最为丰富。

建议素食者每天吃的深色蔬菜占每日摄入蔬菜的一半。

（本报记者 桂颖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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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的睡眠对身体健康有着重要意义， 对于正在快

速成长期的孩子来说， 睡眠更是头等大事， 良好的睡眠

质量对孩子的生长发育非常有益。 据上饶市妇幼保健院

中医科主任何舰介绍， 小孩睡觉流口水， 往往与脾胃虚

弱有关。 脾胃虚弱不仅会导致食积， 更会引发呼吸道感

染、 鼻炎、 腹痛等疾病。 那么， 该如何判断小孩是否脾

胃虚弱呢？

小孩脾胃出问题

抵抗外邪能力会减弱

小孩脾胃出现问题，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食积 。

脾胃是小儿吸收营养物质的唯一途径， 只有脾胃功能正

常， 小孩才能健康茁壮成长。 脾胃虚弱在中医上又可细

分为脾气虚、 脾阳虚、 胃阴虚等。 除了食积可导致脾胃

虚弱， 西药抗生素的滥用也会造成肠道菌群失调， 损伤

脾胃， 致使脾胃的运化、 吸收出现问题。

中医认为肺属金， 脾胃属土， 土生金， 脾胃是肺的

“ 母亲”， “ 母亲” 脾胃虚弱、 生病， 势必会累及“ 孩子”

肺的功能。 肺的功能削弱， 抵抗外邪能力不足， 就会发

生上呼吸道感染、 支气管炎、 肺炎等疾病。

有这

3

种表现

说明小儿脾胃虚弱

那么， 如何判断小孩是否脾胃虚弱呢？

1

、 厌食、 吃饭不香、 面黄肌瘦、 乏力， 长得比同龄

人瘦小。 脾胃是运化食物的器官， 若脾胃虚弱， 则运化

无力， 小孩就胃口差、 厌食、 不想吃饭， 或者稍一进食

就会肚子胀。 中医讲“ 脾主肌肉、 四肢”， 脾虚就会四肢

瘦弱、 没有肌肉、 感到乏力。 脾代表的颜色为黄色， 如

果脾虚， 体表就会表现出黄色， 所以就会看到脾虚严重

的小孩面色萎黄、 缺乏光泽。 脾胃虚弱的小孩， 不能很

好地摄取营养物质， 不管吃多少美食或有营养价值的东

西都不会被机体吸收， 相反还会加重脾胃负担， 适得其

反。

2

、 口臭 、 流涎 、 睡觉露睛 。 小孩嘴里有味 、 口

臭 ， 往往与食积有关 ， 食积是导致小孩脾胃虚弱的主

要原因之一 。 如果孩子睡觉流口水 ， 也是脾虚的缘

故 。 “ 脾主固摄 ” ， 涎为脾之液 ， 当脾胃之气不足 ，

不能固摄住机体津液时 ， 或脾有热或者有寒的时候都

会出现流涎的现象 。 同时 ， 因为脾对应眼睑 ， 如果小

孩睡觉时眼睛总是闭合不严 ， 半睁着眼 ， 家长们就要

注意了， 这也是脾虚的表现。

3

、 体质差、 易感冒、 汗多。 脾属土， 肺属金， 脾土

生肺金， 脾气具有固摄的作用， 只有脾胃功能正常， 较

好地吸收营养物质， 才能保证肺抵御邪气的能力强大。

经常感冒的小孩需要调理脾胃， 令其正气充足， “ 正气

存内， 邪不可干”。 一旦脾气虚， 则肺气也虚， 气虚不能

固摄汗液， 则小孩稍微一活动就会出汗。 若是晚上睡觉

出汗， 则是盗汗， 往往归因于脾阴虚。 希望家长们要认

清小孩生病的本质， 不要寄希望于求一个仅是治疗感冒

或是出汗的方子， 而要学会解决根本问题。

（唐亚婧 本报记者 桂颖辉）

小孩睡觉流口水 或是脾胃虚弱

黑豆

在豆类中，镁的含量一般比较高，常见的有红豆、

绿豆、黄豆、黑豆、扁豆等，但每

100

克黑豆中，镁的含

量约为

243

毫克，在各种豆类中属于佼佼者。 当然在黑

豆中同时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花青素、 钙等营养成

分，是一种食用价值很高的豆类。

黑豆豆浆。食材：黑豆

20

克，糯米

20

克，黑芝麻

10

克，清水

800

克。 做法：

1

、把黑豆、糯米和黑芝麻分别清

洗干净，沥干水分备用。

2

、把这

3

种食材全部放入破壁

机中，同时注入

800

克左右的纯净水。

3

、将破壁机旋紧

盖子，选择“ 豆浆”功能键，大约

30

分钟以后 ，就煮好

了。

4

、打好的黑豆豆浆，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加

入适量的蜂蜜来调味，趁热喝，香浓顺滑特舒服。

玉米

玉米是我国的一种重要粮食作物， 有着“ 黄金谷

物”的美称，这是因为其中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维生

素、膳食纤维、核黄素、烟酸以及矿物质成分等，每

100

克玉米中镁的含量约为

95

毫克。 玉米本身具有独特的

香味和口感，吃法众多，可以直接水煮或蒸着吃，也可

以入菜，都非常的美味。

玉米炒鸡丁。 食材：鸡胸肉

1

块，玉米粒

1

小碗，青

豆

1

把，胡萝卜小半个，豆角

1

小把，油盐适量，生抽

1

勺，蚝油半勺，胡椒粉适量，料酒

1

勺，葱花适量。 做法：

1

、把豆角摘洗干净，掰成小段，然后在沸水中焯烫

3

分

钟，煮至断生。

2

、把玉米粒、青豆分别清洗干净。胡萝卜

切成小丁备用。

3

、鸡胸肉用温水冲洗干净，然后切成小

块，放入胡椒粉、料酒、食盐，拌匀腌制

20

分钟。

4

、锅内

淋食用油，倒入鸡胸肉丁，快速翻炒至变色发白。 然后

盛入盘中备用。

5

、锅内的底油中放入葱花炒香，丢入所

有的蔬菜、玉米、胡萝卜、青豆和豆角，烹入

1

勺生抽，

小半勺蚝油，快速翻炒

2

分钟左右，将各种食材炒至断

生。

6

、最后把鸡肉再次下入锅内与蔬菜一起炒，最后根

据咸度调入适量的食盐，即可出锅。

菠菜

菠菜是一种绿叶蔬菜， 其中不仅含有丰富的维生

素，矿物质成分也很全面，每

100

克干菠菜中镁的含量

约为

183

毫克，冬天可以常吃些，对身体的好处不少。

菠菜可以凉拌，可以清炒，可以做汤，当然用来做馅也

是很美味的，清香味浓好消化，好看又好吃。

烫面菠菜馅饼。 食材：面粉

300

克，鸡蛋

2

个，菠菜

200

克，粉丝

1

把，胡椒粉适量，蚝油

1

勺，生抽

1

勺，葱花

适量，油盐适量。 做法：

1

、把面粉倒入盆中，准备

170

克左

右的热开水，多次少量加入面粉中，用筷子搅拌成团，不需

要揉光滑，此时是很粘手的。 盖上保鲜膜，松弛

20

分钟，然

后再揉光滑，然后继续松弛备用。

2

、把菠菜摘洗干净，先不

用切，在沸水中焯烫

30

秒，捞出，挤干水分，然后切成小

段。

3

、准备一把粉丝，在温水中浸泡至变软，然后洗干净，

捞出控水，切备用。

4

、鸡蛋提前在锅内炒熟，并且搅拌成小

块备用。

5

、把菠菜、鸡蛋、粉丝放入盆中，加入一些葱花，加

入蚝油、生抽、胡椒粉，然后淋入一些烧热的食用油，加入

适量的食盐，搅拌均匀，馅料就调好了。

6

、把松弛好的面团

取出，直接下成面剂，然后擀薄，包入馅料，按扁即可。

7

、在

电饼铛内刷少许食用油，烧热以后，把包好的馅饼放进去，

中火来烙，烙到上下两面都出现饼花，颜色变黄，就可以盛

出了。

干香菇

香菇有着“ 菇中皇后”的美称，是大家必备的一种

食材，尤其是干香菇，每次买上半斤，能吃好久。 与新鲜

的香菇相比，干香菇浓缩了更多的精华，每

100

克干香

菇中，镁的含量约为

147

毫克，而且干香菇的气味更加

浓郁，口感更加筋道耐嚼，吃着比肉还香。

排骨炖香菇。食材：干香菇

10

个，排骨

1

斤，冰糖

3

块，料酒

1

勺，老抽

1

勺，生抽

2

勺，八角

2

个，葱姜适

量，油盐适量。 做法：

1

、把干香菇放入清水中，加入少许

食盐和

1

勺面粉，充分泡软以后，抓洗一遍，再用清水

冲洗干净备用。

2

、把排骨浸泡出血水，然后放入锅内，

加入葱段姜片料酒，加宽水，慢慢煮开以后，捞出冲洗

干净。

3

、锅内淋少许的食用油，放入排骨，快速煸炒，把

排骨中的水分炒出， 然后继续煸炒， 一直炒到有些发

黄。

4

、把冰糖老抽生抽放入锅内，加入

3

片生姜，与排

骨不断翻炒，一直炒到排骨上色。 然后加入与排骨平齐

的热开水。

5

、把香菇倒入锅内，与排骨一起小火慢炖

1

个小时，然后调入适量的食盐，改大火翻炒收汁，当然

留些汤汁也不错，非常鲜美。

紫菜

作为干货的一种， 紫菜也是很多人家中的必备食

材之一， 紫菜的营养价值很高， 不仅富含多种营养成

分，而且含量也非常高。 其中每

100

克紫菜中镁的含量

高达

460

毫克，位列各种食材之首。 紫菜具有独特的口

感和香味，吃法也是很多的，可以做汤，炒一炒就是我

们常见的小零食海苔。 当然紫菜还可以有更多的吃法，

比如下边这一种。

紫菜虾饼。 食材：紫菜

1

张，虾仁

20

只，香芹

2

根，

料酒

1

勺，生抽

1

勺，胡椒粉适量，食用油和食盐适量。

做法：

1

、提前把虾仁清洗干净，放入料理机中，加入料

酒、生抽、胡椒粉和食用油，然后启动料理机，将虾仁搅

打成细腻的虾泥。

2

、把香芹清洗干净，切成小碎丁，然

后放入虾泥中，搅拌均匀。

3

、把紫菜铺到案板上，然后

将准备好的虾泥放到紫菜上，用勺子涂抹均匀。

4

、电饼

铛中刷一些食用油，把紫菜饼放进去，然后盖好，中火

慢煎，大约

3

分钟左右，就熟了，香味浓郁。

5

、将煎好的

紫菜虾饼盛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撒上一些红椒丁、

香菜丁等来增加香味，切成小块，就可以享用了。

（本报记者 桂颖辉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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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腊月以后，气温明显又下降了不少，不少地区又迎来了降雪，天气

阴沉沉的，而且这种天气在冬日里很常见。 很多人在这样的气候中容易犯

困，感觉总是睡不醒的样子，昏昏欲睡，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都很影响效

率。 这时候我们可以多吃些新鲜的蔬菜、水果来补充维生素，当然我们也可

以多吃些富含“镁”的食物，因为镁是我们人体必需的一种营养成分。 在这

里，上饶市人民医院预防保健科杨慧医生就来跟大家分享

5

种生活中常见

的高“镁”食物，不妨给家人常吃些，让大家精神十足过寒冬。

2022年春季专、本科招生，在职人员拿文凭，首选上饶开放大学。

自主测试，业余学习，二年半颁证。

学历国家承认，文凭国际认可，教育部电子注册。

公务员、企、事业单位招考、加薪、评职称等均可用

就在家门口，圆你大学梦！

国家开放大学招生开始啦！

电话：18970362268��18970362278��18970362269��地址：信州区水南街330号上饶电大招生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