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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年人多吃 5 种“高钾菜” 腿脚有劲身体好

夏季防暑莫忘除湿

体内缺锰可导致腿抽筋

一、金针菇

金针菇别名冬菇，是生活中常见的食用菌，营养丰

富，口感滑嫩，深受大家的喜爱。 金针菇富含蛋白质和

氨基酸，以及各种微量元素。 据资料显示：每

100

克金

针菇里面含有钾元素

195

毫克， 经常食用对身体健康

有益。

推荐食谱：剁椒金针菇。

1

、准备金针菇一把去掉根部，放入水盆中掰散洗干

净，再沥干水分摆入盘中；蒜子几粒拍扁剁成蒜蓉，放入

小盆里面；青辣椒两个去掉根部，切成细圈和蒜末放在

一个盆中。

2

、在装蒜末和辣椒的盆中，加入剁椒一大勺，

蚝油

5

克，鸡粉

2

克，胡椒粉

1

克，白砂糖

2

克提鲜，蒸

鱼豉油

1

勺，葱油

5

克，搅拌均匀，化开调料，浇在金针

菇的根部备用。

3

、蒸锅中烧水，放上篦子，开大火把水烧

开，水开后，放上拌好的金针菇，开大火连续蒸

5

分钟。

4

、在这个时间，准备小葱两根切成葱花，小米椒

2

个切

成辣椒圈，

5

分钟过后，取出蒸好的金针菇，控去里面的

汤汁，撒上切好的葱花和小米椒，最后浇上一勺

200

度

的热油，激发出香味，美味即成。

二、山药

山药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材，富含蛋白质和碳水化

合物，以及钙，铁，维生素等营养元素，经常食用可以滋

阴润燥，健脾养胃。 据资料显示：每

100

克山药里面含钾

元素

213

毫克。

推荐食谱：山药炒鸡蛋。

1

、准备山药半根，削皮后切成菱形片，放入清水盆

中，加入少许白醋，防止山药氧化变黑，青椒一个切成菱

形片，碗中打入两个鸡蛋打散备用。

2

、锅中添入适量清

水，开大火烧开，水开以后下入山药和木耳，焯水

1

分钟

左右，捞出控水放入盆中。

3

、另起锅添入少许食用油，油

热后倒入鸡蛋液，把鸡蛋摊平，等鸡蛋凝固后，翻过来煎

另一面，把鸡蛋煎至两面金黄，放在菜板上切成菱形块，

小葱一根切成葱花备用。

4

、重新起锅添入少许食用油，

放入葱花爆香，再倒入山药，木耳和青椒，快速翻炒几

下，淋入少许清水，加入食盐

3

克，白糖

1

克，生抽

3

克，

翻炒均匀，化开调料。

5

、再倒入鸡蛋，继续翻炒

30

秒，勾

入少许水淀粉，翻炒均匀，再淋入少许明油，简单翻炒几

下，就可以装盘了。

三、菠菜

菠菜又名赤根菜，波斯菜，富含类胡萝卜素，各种维生

素和矿物质，素有“ 营养模范生”的美称，可以用来烧汤，凉

拌，炒食，清蒸等。 据资料显示：每

100

克菠菜里面富含钾

元素

300

到

500

毫克，属于名副其实的高钾食材。

推荐食谱：清蒸菠菜。

1

、准备菠菜

4

两左右，去掉根部用清水洗净，然后

控去水分放入拌菜盆中，加入少许植物油拌匀，再加入

适量的面粉，拌匀抖散备用。

2

、蒸锅中烧水，摊上蒸笼

布，水开后，放入拌好的菠菜，盖上锅盖，开大火连续蒸

3

到

5

分钟。

3

、把菠菜蒸好以后，倒入拌菜盆中，用筷子趁

热抖散，撒上少许食盐入底味，再浇上少许香油，用筷子

拌匀。

4

、准备蒜子几粒拍扁剁成蒜末，红椒半片切成红

椒粒，一起放入盆中，加入生抽

5

克，辣鲜露

3

克，辣椒

红油

2

克，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美味即成。

四、土豆

土豆别名马铃薯，山药豆，是世界上主要的粮食作

物之一，含有大量的淀粉、蛋白质以及

B

族维生素、维生

素

C

等，有中和养胃，健脾利湿的食疗作用。 据资料显

示：每

100

克土豆里面含有钾元素

620

毫克，属于典型

的高钾食材。

推荐食谱：青椒炒土豆片。

1

、削皮的土豆一个，先切成斜段，再切成菱形片，洋

葱半个切成片，放入盆中，青椒一个切成菱形片，红椒半

个同样切成片，蒜子几粒切成蒜片，再放入几粒红干椒

备用。

2

、起锅添入适量清水，加入少许白醋，可以防止土

豆氧化变黑，水开后下入土豆片，用勺子连续推动，焯水

1

分钟左右倒出控水。

3

、另起锅添入少许食用油，倒入蒜

片和红干椒爆香，加入蚝油

3

克，翻炒化开，倒入青红椒

和洋葱，颠锅快速翻炒片刻，炒至断生后倒入土豆片，继

续翻炒

15

秒，起锅开始调味。

4

、加入食盐

2

克，胡椒粉

1

克，白糖

1

克提鲜，从锅边烹入生抽

5

克，开大火爆炒

20

秒，再淋入少许明油，简单翻炒均匀，美味即成。

五、腐竹

腐竹又称为腐皮，是传统的豆制食品，具有浓郁的豆

香味，含有脂肪、蛋白质、糖类和其他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据资料显示：每

100

克腐竹里面含有钾元素

705

毫克。

推荐食谱：清炒腐竹。

1

、准备腐竹

3

两左右提前用温水泡发，切成

3

厘米长

的段，青椒

2

个切成菱形片，红椒半个同样切成菱形片，泡

发的黑木耳一小把，大葱一段切成马蹄块，大蒜两粒切成

蒜片，再抓入一小把红干椒备用。

2

、锅中烧水，加入一勺食

盐，水开后下入腐竹，等水再次沸腾后，倒出控水，腐竹经

过焯水可以去除里面的豆腥味。

3

、 另起锅添入少许食用

油，倒入葱蒜和红干椒爆香，炒出蒜香味以后，加入蚝油

5

克，倒入青红椒和黑木耳，快速翻炒几下，淋入半勺清水，

开始调味。

4

、加入食盐

2

克，鸡粉

1

克，胡椒粉

1

克，白

糖

1

克提鲜，加入几滴老抽调色，倒入腐竹，勾入少许水

淀粉和芝麻油，快速翻炒几下，慢慢收干汤汁，就可以关

火起锅装盘了。 （ 本报记者 桂颖辉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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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炎炎，阳光直射着大地，有时候在屋里做一顿饭，就会流很多汗，虽然

说流汗是人体的一种散热现象，但是体内的钾元素也会随着汗液而流失。 据上

饶市人民医院中医科孙亚平主任医生介绍， 中老年人的肠胃吸收功能不好，如

果平时不能及时补充钾元素，势必会造成低血钾现象，身体上会出现腿脚无力，

头昏头疼，不思饮食等。 所以夏季饮食要注意调整，建议中老年人平常要多吃

5

种“高钾菜”，补充营养，增强抵抗力，腿脚有劲身体好，越吃越健康。

夏季气候炎热，是暑邪致病

的高发季，加之夏季常常多雨潮

湿、热蒸湿动，所以暑邪致病，多

夹湿邪，容易形成暑湿证。 若人

体正气不足，或者由于天气炎热

而好食生冷， 导致水湿内停，往

往容易感受暑湿而致病。 那么，

暑湿致病会有哪些表现，夏季又

该如何应对暑湿呢？

暑、湿皆为六气

上饶市人民医院预防保健

科杨慧医生介绍， 六气 （ 即风、

寒、暑、湿、燥、火）在正常情况下

对人体是没有危害的，只有在气

候异常或人体正气虚弱的时候

才会对人产生危害，这时候“ 六

气”就变成了“ 六淫”。

暑，热也。 当气温异常升高

超出人的承受能力，或者长时间

在高温环境中工作， 出现头痛、

头晕、口渴、多汗、四肢无力发酸

等，体温正常或略有升高，伴有

面色潮红、大量出汗、皮肤灼热，

或出现四肢湿冷、 面色苍白、血

压下降、脉搏增快等表现，即为

“ 中暑”。 还有一种情况，是由于

人体自身“ 气虚”“ 阳虚”不耐热，

出现过度出汗，耗伤津液，造成

阴阳两伤者，也称为“ 中暑”。 夏

季是中暑的高发季节，因此夏季

一定要注意防暑。

湿，也叫湿气，分内湿和外

湿两种情况。 外湿指久居湿地

或气候潮湿或涉水淋雨， 使外

来水湿入侵人体， 导致湿邪侵

犯人体肌表，影响脏腑功能，表

现为四肢酸困疼痛不适、 活动

不利 ，甚至出现纳差 、胸闷 、头

昏等湿邪阻滞等症状。 内湿是

指脾胃虚弱或气化失常， 导致

体内津液排泄失常， 停留在脏

腑经络所引起的症状。 湿黏腻

重浊，易造成脏腑气机失常，常

合并其他外邪致病， 会造成各

种疾病的发生，故有“ 百病皆由

湿作祟”之说。

暑、湿易共犯人体

暑气和湿气最喜欢合作起

来侵犯人体， 夏季气温异常升

高， 或体质原因不能耐受时，暑

湿就成了危害人体健康的“ 淫”。

暑湿致病会出现胸脘痞闷 、纳

差、乏力、烦躁、身热、口渴、小便

减少、大汗、咳嗽、面红、腹胀、大

便臭、小便短红等。

杨慧医提醒，湿邪致病会导

致人体出现“ 重、闷、呆、腻、濡”

等症状。重即身体困重、乏力、头

昏、四肢无力；闷即腹部胀闷不

舒、腹胀便溏、小便不利；呆就是

吃饭不香、没有食欲；腻指舌苔

黏腻、口气不清新；濡指脉象，最

常见的是滑脉。另外体检若发现

有结节、囊肿、增生等实质性病

变者也多与湿有关。如果有以上

情况， 一定要及时进行调理，预

防疾病的发生。

防暑莫忘除湿

夏季天气炎热，防暑要及时

补充水分。 不要等到口渴再喝

水，喝水应少量频饮，按需饮水。

以白开水、淡盐水、菊花茶、竹叶

茶为宜。 剧烈运动中或运动后，

不宜大喝冷饮、猛吹空调。

防暑须做到正气存内、邪不

可干，注意清淡饮食，保证充足

睡眠，提高免疫力，从而达到防

暑目的。 也可以服藿香正气胶

囊、喝绿豆汤、少量吃西瓜。还要

做到避之有时， 平时做好防暑、

防晒工作，气温过高时减少室外

活动。

因暑、 湿常一起侵犯人体，

故在防暑的同时莫忘除湿。不要

吸烟、喝酒，饮食注意不要吃过

咸、过油，尽量清淡，还可以多吃

一些健脾利湿的食物。 另外，要

少吃雪糕等冰冷的食物。

此外， 可以通过户外活动、

适当出汗来排出体内的湿气。适

当的运动有助于脾的运化，从中

医理论讲即“ 运脾以化湿”。这里

需要强调的是要注意“ 适当的运

动”“ 适量的运动”，并且要在“ 适

当的时间”。

适当的运动：要选择合适的

运动方法，比如散步、打太极拳

等，避免快跑等剧烈运动。 适量

的运动： 避免长时间的运动，控

制运动时间及运动量。适当的时

间：可以选择早晨或晚上，避开

高温时段。 因为如果剧烈运动，

或运动量过大， 或高温下运动，

出汗过多，不仅不能除湿，反而

会导致中暑，适得其反。

(

本报记者 程家富）

德兴市今年

69

岁的老张最

近晚上睡觉很“ 痛苦”，总是入睡

还没

5

分钟， 腿就开始抽筋，有

时持续时间可达数分钟。老张和

老伴听说缺钙会导致腿抽筋，但

是天天在喝牛奶、吃鸡蛋，有时

还吃钙片，怎么还会缺钙呢？ 无

奈，老张的儿子带着老张到医院

检查后发现，老张体内的锰含量

偏低。上饶市人民医院预防保健

科缪丽华医生表示，缺锰可引起

神经功能障碍，发生腿抽筋。

锰缺乏可导致腿抽筋

缪丽华告诉记者，经常出现

腿抽筋确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缺钙。 缺钙会引起腿抽筋，低血

钙时由于神经肌肉的兴奋性增

强，可引起肌肉痉挛、手足抽搐

等。而低血钙或大量钙离子进入

细胞时，严重干扰了神经细胞的

正常功能， 使其兴奋性增强，容

易在微弱刺激下发生放电，从而

出现抽搐。

除了缺钙导致腿抽筋外，还

有许多原因都会导致腿抽筋，如

冷空气刺激、下肢动脉硬化、静脉

血栓等疾病。 排除这些因素，还有

可能由于锰缺乏导致腿抽筋。

锰对身体很重要，锰可以维

持骨骼的正常生长和发育。如果

机体长期处于缺乏锰元素的状

态，就容易对骨骼的发育产生不

利影响。 为了保持身体的稳定、

平衡，人体的骨骼里存在着两种

细胞：破骨细胞和成骨细胞。 而

锰一旦减少， 破骨细胞就会增

多，从而导致成骨细胞活性受到

抑制，“ 平衡”就被打破，自然会

出现骨骼方面的问题。 所以，人

们必须时刻保持体内的锰含量，

才能让骨骼更健康且更有韧性。

锰还有一个神奇的作用，就

是帮助人体合成胆固醇。如果人

体胆固醇减少，雌激素的含量也

会随之减少， 骨密度不断降低，

最后造成骨质疏松。

补充锰元素多吃这些食物

对于健康人群，建议首先应

做到均衡膳食，每天应摄入

1

斤

蔬菜和半斤水果， 适量吃点坚

果，同时用粗粮代替精米白面。

对于老年人，其身体各项机

能都有所减退，因此，摄入食物

的量也会相应减少，很容易导致

锰元素摄入不足。

中国营养学会推荐 ，

18

岁

以上的成年人，无论男女，每天

需要补充

4.5mg

锰。如果女性处

于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的特

殊时期，每日摄入的锰元素要在

健康人群的基础上多加

0.4mg

。

如果是哺乳期的女性，每日摄入

的锰元素还需在正常人的基础

上多加

0.3mg

。

对于日常生活中如何补充

锰元素，缪丽华医生也给出了建

议， 应多摄入富含锰的食物，如

粗粮、坚果、蔬果等。 另外，咖啡

中的锰含量也很高，可以适当摄

入。精制谷类、鱼、禽、奶类，锰含

量则较低。

(

本报记者 程家富 文

/

图

)

近段时间， 已确诊高血压

5

年的患者张大爷发现，自

己的血压比原来低了一些。 于是，认为“ 降压药对肾脏不

好”的他便减少了降压药的服用量。没承想，减少用药量不

到一周，张大爷的身体就出现了问题，常常觉得头疼。到医

院检查后，医生告诉他，这些症状跟擅自减少降压药用量

有关。

调整降压治疗方案需在医生指导下进行

上饶市第五人民医院门诊主任叶夷芬表示，精准测量

血压确实可以提高高血压的控制率，能使接受降压治疗的

高血压患者充分了解其血压水平，及时检测到尚未控制的

血压，为调整降压治疗方案提供依据，及早将血压控制至

目标水平。 但调整降压治疗方案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

行，患者不能擅自减少或增加用药量。

血压会受到外周阻力的影响而出现波动。 夏天到来

后，由于天气炎热、气温升高，人体血管扩张，进而血压降

低，高血压病人的血压表现为稍微正常或者下降一些。

另外，夏季天气炎热，皮肤、呼吸道中的水分蒸发和排

出得也快，再加上大量出汗，人体内水分丧失增多，会排出

部分氯化钠，进而导致血压比冬天相对下降一些。

长期口服降压药的患者，夏季如果是血压偏低或偶尔

偏低，可以通过监测寻找原因，如果持续性血压偏低，应在

医生的指导下将降压药适当减量。

选对药对肝肾的保护比不吃药好得多

“ 现实生活当中，类似张大爷这样的举动在高血压群

体中时有发生。 他们虽然也会定期服用降压药，但会擅自

调整降压药用量， 结果不仅可能出现头晕目眩等症状，甚

至会造成心梗或脑梗，对患者的危害极大。同时，一些长期

服用降压药的高血压患者，在用药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误

区，并不能保持血压平稳。 ”叶夷芬讲道。

她提醒，降压药的服用时间也有讲究 。 血压在人体

生物钟的调节下 ， 通常会在一天内出现两个高峰期和

一个低谷期， 一般上午

8

时

-10

时为第一个高峰期 ，下

午

2

时

-6

时为第二个高峰期 ， 凌晨

0

时

-2

时血压偏

低，呈现出“ 两峰一谷”的状态。 高血压患者的血压调控

需要根据血压波动的特点来进行 ， 所以一般长效降压

药在早上服用 ， 短效降压药物的最后一次服用时间应

该在下午

6

时之前 ， 这样才能将降压药物的疗效最大

限度地发挥。

另外，张大爷觉得降压药对肾脏不好，其实选对降压

药，对肝肾的保护比不吃药好得多，不吃药反而会导致脏

器、血管等多重损害。

(

本报记者 桂颖辉

)

夏天血压降低 降压药不可擅自减量

高温天气， 大汗淋漓后喝水也要变得

“ 海量”。 但最近，微博上的一条热搜“ 每天

喝

4

升水可能会中毒” 引起了很多人的关

注。 这条热搜源于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提

示：“ 每天饮用超过

4

升水可能会中毒，导

致大脑功能受损甚至死亡。 ”酷暑难耐，补

水是人人都需要做的， 喝大量的水真的会

中毒吗？ 那么，如何喝水更健康呢？

短时间内喝过多的水会导致低钠血症

上饶市立医院预防保健科医生韩雪告

诉记者，人体内

60%

以上都是水 ，这些水

对我们的机体十分重要， 能运输体内所需

要的物质，也是各种生化反应的载体，比如

出汗、呼气等。但是，如果喝水多又快，也可

能带来危险。对一个健康成年人而言，如果

短时间内喝过多的水， 不仅不会让你变得

更健康，还可能会有危害。

健康人的肾脏每小时可以排出

800-

1000

毫升的水，因此在这个范围内摄入水

分，肾脏“ 表示毫无压力”。但如果在短时间

内突然饮用了大量的水，肾脏来不及排出，

大量的水就会进入细胞，导致低钠血症。

低钠血症就是血液中的盐分不足，具

体表现是血液中钠浓度低于

135

毫摩尔

/

升（ 正常为

135-145

毫摩尔

/

升） 。 血液中盐

分减少，会使细胞吸收更多的水，这对大脑

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会导致脑水肿、大脑膨

胀，进而导致脑组织受损，突发昏迷、呼吸

抑制、脑疝，甚至死亡。

每日饮水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膳食指南建议 ， 成年男性每天饮水

1700

毫升，成年女性每天饮水

1500

毫升。

当然，这个量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可以根据

自己的情况进行调整。比如运动比较多，会

导致流汗多，就可以多喝水。

很多人问，每天应该喝几杯水？有说法

称，每天要喝

8

杯水。 其实，具体喝几杯水

还得看所用杯子的容量。 一般我们喝水的

普通杯子容量都是

200-300

毫升，所以一

般是

6-8

杯。 当然，每个人的杯子容量都

是不一样的， 最好的办法就是根据自己杯

子的容量大小计算，并不是必须喝

8

杯。

喝水要少量多次

除了上面提到的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

适量饮水，还要注意少量多次喝水。对于绝

大部分健康成人来说，要经常补水，如果没

有进行大量运动，每次仅需小口喝水，尽量

不要等到感觉口渴再去喝水， 这时人体已

经处于缺水状态。 人们可以有意识地主动

喝水，少量多次地喝，尤其是老年人，感觉

器官变得不那么敏锐，更需要及时、主动地

补充水分。

一般来说，早晨起床要喝一杯水，晚上

睡前尽量不要喝太多水，以免频繁起夜。一

些慢性病患者应注意多喝水， 比如泌尿系

结石、高尿酸血症、痛风、糖尿病患者应多

喝水，能降低疾病风险。

(

本报记者 桂颖辉 文

/

图

)

夏天喝水多又快 当心导致低钠血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