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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火小妙招 春夏之際最該吃的清火食物
豆芽：維生素含量高
豆芽含有豐富的蛋白質和維生素 C
，是非常好的美容食品。其他微量元
素含量也很高，如黃豆芽富含維生素
B2，可改善春季多發的維生素 B2 缺乏
症，適當食用有助於預防口角發炎。
黑豆芽富含鈣、磷、鐵、鉀等礦物，
蠶豆芽有補鐵、鈣、鋅等功效。各類
豆芽的食用方法和烹調方式較多，清
炒涼拌都可，如黃豆芽炒肉、韭香豆
芽雞絲、豌豆苗炒雞蛋等。

蒜苗：殺菌防病效果好
蒜苗、韭苗等苗類對於人體陽氣
生髮很有好處，是春季養生佳品。蒜
苗富含維生素 C、蛋白質、胡蘿蔔素、
硫胺素、核黃素等。口味較辛辣，因
此具有消除積食、殺菌健脾的功效，
尤其能有效預防春季流感、腸胃炎、
食欲不振等問題。蒜苗的烹製方法可
涼拌、清炒，比較推薦的常見菜肴有
蒜苗炒肉、蒜苗炒雞蛋、蒜苗燒豆腐
等。

桃花：美容養顏

桃花是三月的花仙子，它的藥用
價值甚至在藏醫、苗醫等少數民族藥
典中亦有記載。現代研究證實，桃花
有助疏通經絡、改善血液迴圈，促進
皮膚營養供給，滋潤皮膚，非常適合
女性飲用。桃花的活血作用較強，孕
婦和月經量過多的女性不建議食用，
便稀者也不適宜。

粘膜。綠豆中含有豐富的蛋白質，磷
脂等元素不僅能補充身體所需要的營
養素，同時還可起到一個興奮神經的
作用，從而促進食欲。專家認為綠豆
中的胰蛋白酶是一種可以幫助減少蛋
白分解，可減少蛋白質分解對腎臟造
成的損傷，因此可起到一個保護腎臟
健康的作用。

金銀花：消炎清火

苦瓜：清熱益氣、保護機體、
降血糖、降血脂、美容肌膚

金銀花是中國傳統中藥材，號稱
“藥鋪小神仙”，具有清熱解毒、抗
菌消炎等功效，尤其對很多春天多發
的呼吸道感染、腮腺炎、濕疹等傳染
性疾病有著良好的預防作用。經常喝
金銀花飲，不僅能夠清新口氣，還能
輕身延年。

綠豆湯：消暑、護腎、解毒、
促進食欲
綠豆性涼，味甘，炎炎夏季多喝
點綠豆湯有利於解暑。綠豆中含有豐
富的蛋白質，生綠豆水浸磨成的生綠
豆漿蛋白含量頗高，內服可保護胃腸

苦瓜具有清熱消暑、養血益氣、
補腎健脾、滋肝明目的功效，對治療
痢疾、瘡腫、中暑發熱、痱子過多、
結膜炎等病有一定的功效。苦瓜具有
預防壞血病、保護細胞膜、防止動脈
粥樣硬化、提高機體應激能力、保護
心臟等作用。苦瓜具有降血糖、降血
脂、抗腫瘤、預防骨質疏鬆、調節內
分泌、抗氧化、抗菌以及提高人體免
疫力等藥用和保健功能。苦瓜能滋潤
白皙皮膚，還能鎮靜和保濕肌膚，特
別是在容易燥熱的夏天，敷上冰過的
苦瓜片，能立即解除肌膚的煩躁。

最簡單的補鈣大骨湯 強壯骨骼喝出來
俗話說“以形補形，以髒補髒”也
就是大家說的吃啥補啥。一朝骨折日，
百日骨湯行，因此通常人們都會說“喝
骨湯，香濃的大骨湯”。

2、筒子骨敲成段，用冷水洗乾淨
，然後放在開水裡，加少許鹽、料酒焯
1-2 分鐘，把水面的浮沫撇掉，撈出筒
子骨待用。

【什麼是大骨湯】

3、取一個煲加 2/3 清水進去，放到
爐上用旺火燒開，把筒子骨和蘿蔔倒入
煲裡，加一小塊的老薑(用刀側面拍幾
下)，花椒數粒，滴入幾滴醋(好讓骨頭
內的鈣質更容易溶入湯內)，大火燒開
後可以用文火再燉 1 個半小時左右。

大骨湯一般指豬骨湯，即用大骨、
老母雞經長時間熬煮而成的具有濃郁鮮
香味的一類高湯。

【大骨湯的營養價值】
骨頭湯中含有的膠原蛋白正好能增
強人體製造血細胞的能力。所以對於中
老年人來說，喝些骨頭東加以調理，可
以減緩骨骼老化;同樣，骨頭湯也能有
利於青少年的骨骼生長。

4、準備一個大碗，放少許蔥花、
鹽、雞精、香油，把湯盛進去就可以了
，大功告成，香氣撲鼻的蘿蔔大骨湯就
做好了!

下面，小編推薦一種大骨常見的做法。

1、燉大骨的煲內，水要一次加足
，不能中途添加。

所需食材：白蘿蔔 1 個、豬筒子骨
2 根、生薑、鹽、花椒、料酒、醋、香
油、雞精、蔥花適量。

具體做法：
1、白蘿蔔去皮切滾刀塊備用。

溫馨提示：

2、燉的時候不要放鹽，到吃的時
候再加到裝湯的盆內即可。
3、燉大骨湯時，湯裡要加點醋，
骨頭裡的鈣質才會燉出來。

這六類食物對身體很有益

聊聊養肝護肝
八種食物吃多了傷肝臟

說起食物我們每天都離不開，我們每天都接觸而有些我們卻
不瞭解，食物中的營養是非常豐富的，不同的食物有著不同的營
養，我們對這些生活中常見的有哪些瞭解呢？看看又有哪些是對
我們人體最有益的……

漿果
富含抗氧化物質，這些化合物主要存在于植物類食物中，能
夠幫助預防癌症和心臟病。值得一提的是，冷凍水果的營養也不
比新鮮水果遜色多少，因為它們是在水果新鮮度最高的時候被速
凍的。

豆類
豆類脂肪含量低，同時含有大量的膳食纖維、蛋白質、鐵和
鉀。此外，豆苗比其他蔬菜飽腹感更強，所以你一般會吃的比較
少。為了得到更多的纖維，可以將豆類罐頭與糙米或墨西哥薄餅
搭配食用。

綠葉蔬菜
一般的營養素都可以在菠菜和其他綠葉蔬菜中找到，例如花
椰菜和羽衣甘藍。“你不能否認，作為一種有疾病預防功能的食
物，它們的確是明星。”比如說，一杯菠菜能夠提供兩倍於每日
推薦量(DRI)的有助於增強骨質的維生素 K，同時還可以提供鐵
、鈣、β-胡蘿蔔素及抗氧化物質維生素 C 和維生素 E。

堅果
就完整的堅果而言，它們含有很多能夠降低膽固醇的不飽和
脂肪，並且富含膳食纖維。尤其是核桃、杏仁和亞麻子，它們含
有歐米茄 3 脂肪酸，有益於心臟健康。布拉特建議每天攝入一盎
司(約 28 克)堅果。以核桃為例，一份堅果大概含有 190 千卡的能
量。

低脂優酪乳
優酪乳的營養十分豐富。它含有鈣、蛋白質和“好”微生物
，如益生菌，它能夠幫助消化吸收和增強機體的免疫力。需要注
意的是，要避免食用額外添加了糖的優酪乳。“在商店超市里選
購優酪乳時，很容易選錯”，布拉特說，“要確保你選擇的優酪
乳是低脂的或是原味優酪乳，當然，你可以自己再搭配新鮮的水
果或蜂蜜”。

燕麥
燕麥不僅是一種營養豐富的全穀類食物，同時還含有一種特
殊的膳食纖維，有助於降低膽固醇。如果你不喜歡燕麥片，爆米
花也是不錯的選擇，但一定不能加任何的奶油和鹽。

對於肝臟來
說，很多食物有
助於肝細胞功能
的修復，但也有
些食物可能是肝
臟的敵人，不僅
不利於肝臟的健
康，而且還會損
害肝臟功能，不
宜多吃……
鹽
食鹽是人們生活中所不可缺少
的，它可以維持人體內正常的酸鹼
度平衡(血液 PH 值)和各細胞組織
的滲透壓，保證神經信號的傳遞，
説明肌肉正常工作，(cl-)參與胃酸
的形成，促使消化液的分泌，能增
進食欲，促消化。
適量為百味之王，過量為百病
之母。科學家們研究的結果表明：
鹽能使人體“水化”，就是說鹽對
水有某種吸附力，人體內鹽分多了
，要求水分也相應地增加，從而使
過多的水分滯留在體內，因此引起
高血壓；大量飲用開水會沖淡胃酸
的正常濃度而引起消化不良、食欲
不振、殺菌作用降低等，導致胃腸
道感染——拉肚子。鹽的高度富集
會刺激胃黏膜，可能會引發胃癌；
還會加重對腎的負擔重，引起腎病
和尿毒癥。

故鄉。茶葉的品種很多，大體可分
為綠茶、花茶、紅茶三類。綠茶性
涼宜於清熱，夏季消暑飲用力佳；
紅茶性溫宜於溫中健胃，適合冬季
飲用；花茶四季皆可飲用。
茶葉是蛋白、脂肪、糖與鈣、
鐵的最佳剋星。飲茶宜清，忌多，
忌濃。日飲用量如在 10 克之內，
能清熱解毒，提神明目，生津化膩
。

白酒
白酒性大熱，味甘苦辛，歸心
肝胃經。適量飲用，使循環系統發
生興奮效能。有失眠症者睡前飲少
量白酒，有利於睡眠，並能刺激胃
液分泌與唾液分泌，起到健胃作用
。白酒還有通風、散寒、舒筋、活
血作用。
過量之酒是肝的最大殺手，擅
于耗血損胃，破壞骨膜和肌肉神經
，誘發泌尿系統結石。

雞蛋

辣椒

中醫認為蛋黃性平味甘，補脾
胃。蛋清性寒味甘，潤肺解毒。適
量能補血益智，安神潤燥。雞蛋是
高蛋白食品，如果食用過多，可導
致代謝產物增多，容易堵塞毛細血
管，引發失明，耳聾，同時也增加
腎臟的負擔。一般來說，孩子和老
人每天一個，青少年及成人每天兩
個比較適宜。

辣椒調味，能增進食欲，能發
汗解表散濕，暖胃驅寒，助消化液
的分泌。辣椒中辣椒素能加速脂肪
分解，豐富的膳食纖維也有一定的
降血脂作用，可有效延緩動脈粥樣
硬化。過量使胃腸粘膜乾燥潰瘍，
擾亂消化功能。

茶葉

醋除了調味，醋還有很好的保
健作用。適量能除腥化纖維、殺菌
強肝、消除疲勞、軟化血管。醋是

可哥、咖啡、茶並稱當今世界
的三大無酒精飲料，我國是茶葉的

醋

含約 6%醋酸的強酸食品，人體的
酸堿平衡會受到一定影響，會灼傷
、腐蝕食道黏膜及損傷脾胃，容易
引發胃腸慢性炎症；也會腐蝕上皮
組織，軟化骨骼。同時，醋又是鈣
的有機溶劑，食醋過量，會影響人
體內鈣質的代謝，極易引發骨質脫
鈣，加重骨質疏鬆，導致骨折。

醬油
醬油是中國的傳統調味品，一
般有老抽和生抽兩種：老抽較鹹，
用於提色；生抽用於提鮮。
醬油的主要原料是大豆，即含豆類
蛋白的黑鹽水。醬油含有異黃醇，
這種特殊物質可降低人體膽固醇，
軟化血管，降低心血管疾病的發病
率，阻止腫瘤生長。過量引發胃腸
病變。

黃豆
中國是黃豆的故鄉，黃豆有
“豆中之王”之稱，被人們叫做
“植物肉”、“綠色的乳牛”，營
養價值最豐富。黃豆最常用來做各
種豆製品、壓豆油、煉醬油和提煉
蛋白質，除了富含蛋白質，還有降
低膽固醇的功效，對身體很有益。
但近期的相關研究：黃豆是一
種含有雌激素特質的食品，過量攝
入會提高機體雌激素水準，因而影
響到男性性徵和精子品質。不過不
要矯枉過正，要注意是“過量”，
只要不是每天大量的攝入，是不會
過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