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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火了一吃就好的食物
、勞傷過度，可導
致臟腑失調、虛弱
而生內熱、內熱進
而化虛火。治療時
應以生津養血、滋
陰降火為原則。
氣虛火旺者表現全
身燥熱、午前為甚
、畏寒怕風、喜熱
怕冷、身倦無力、
氣短懶言、自汗不
已、尿清便塘、脈
大無力、舌淡苔薄
。治療時應以補中
益氣、強腎興陽、
甘溫除熱為原則。
一不小心又上火了，咽喉腫痛，吃不下睡
不香，很多童鞋都在問上火了該如何安排飲食
來調理身體呢？今天就把這份秘笈帶來給大家
……

“火”到底是什麼？
火可分實火和虛火，實火指陽熱亢盛實熱
證。以肝膽、胃腸實火為多見。症見高熱，頭
痛，目赤，渴喜冷飲，煩躁，腹脹痛，大便秘
結，小便黃，舌紅苔黃乾或起芒刺，脈數實，
甚或吐血、鼻出血等。治療上宜採用苦寒制火
、清熱解毒、瀉實敗火的原則和方法。

上火解決方案
喉乾嗓啞時：飲淡鹽水；服蜜梨膏；飲橘
皮糖茶。咽喉腫痛時：常吃生梨能防治口舌生
瘡和咽喉腫痛：用醋加同量的水漱口，可減輕
痛苦；嫩絲瓜搗爛擠汁，頻頻含漱；咽喉疼痛
時，可用一匙醬油漱口，漱 1 分鐘左右吐出，連
續 3—4 次，有療效。
口長水泡時：切幾片生薑入口咀嚼，可使
水泡慢慢消除；臨睡前洗好臉，擠點眼藥膏塗
在口唇疼痛處，翌日疼痛就會減輕，繼續敷用
幾天，可使疼痛消失。

或右側臥位，右手撐住右後頸，掌根靠近耳垂
，托起頭部，面向右側，肘關節向右上方伸展
，伸得越遠越好。由於經絡的舒展作用，少則
十幾秒，多則幾十秒，即可使鼻孔通氣。如右
側鼻塞，可以相反動作治之。兩側同時鼻塞，
可先後輪換動作治之。

“祛火”有講究：
“吃不進”是指上焦（心肺部位）有火，
表現為口乾、舌爛、唇裂、目赤、耳鳴及微咳
。成人可選服牛黃清心丸（片），小兒可選服
珠黃散等。
“受不了”是指中焦（脾胃部位）有火，
表現為時而胃火亢盛，食不知飽，時而唉氣上
逆，脘腹脹滿，不思飲食。宜選用梔子金花丸
、牛黃清胃丸、清胃黃連丸、清胃散，小兒宜
服七珍丹等。
“拉不出”是指下焦（肝、腎、膀胱、大
小腸等部位）有火，表現為大便乾結，小便短
少，尿色黃赤、渾濁有味，陰部時癢，婦女白
帶增多，甚至帶黃。常用中藥可選三黃片、當
歸龍薈丸、梔子金花丸、龍膽瀉肝軟膠囊等。
另外還有“虛火”，也就是陰虛而熱，主
要表現為形體消瘦，腰膝酸軟，咽乾舌燥，眩
暈耳鳴，健忘失眠，或乾咳氣短，或痰中帶血
，口乾咽燥，聲音嘶啞，潮熱易怒，舌紅少津
，脈細數，此時，可對症選服知柏地黃丸等藥
。

鼻塞難通時：如左鼻孔不通，可行俯臥位

虛火多因內傷勞損所致，如久病精氣耗損

豆腐配上黃金搭檔營養翻倍
豆腐有植物肉的美譽，給它配上
最要好的“搭檔”，能讓營養翻倍。
下麵就來為你盤點豆腐搭配哪些食物
好吃……

1. 配點肉，蛋白質好吸收
大豆有“植物肉”的美譽，它是
植物性食物中蛋白質最優秀的食品。
用大豆做成的豆腐，蛋白質也不會差
。不過，豆腐中的蛋白質氨基酸的含
量和比例不是非常合理，也不是特別
適合人體消化吸收。
如果在吃豆腐的同時加入一些蛋
白質品質非常高的食物，就能和豆腐
起到互補作用，使得豆腐的蛋白質更
好地被人體消化吸收利用。而這些高

品質蛋白質的食物，就非肉類和雞蛋
莫屬了。
因此，肉末燒豆腐、皮蛋拌豆腐
等，都能讓其蛋白質更好地吸收。

2.加蛋黃、血豆腐，鈣補得更
多
就像吃鈣片的同時需要補充維生
素 D 一樣，吃豆腐要補鈣，就要搭配
一些維生素 D 豐富的食物。因為在鈣
的吸收利用過程中，維生素 D 起著非
常重要的作用。
雖然豆腐含鈣非常豐富，北豆腐
中的鈣比同量的牛奶還多，但在吃豆
腐時，搭配維生素 D 含量豐富的食物
才能更有效地發揮作用。

蛋黃中含有豐富的維生素 D，因
此鮮美滑嫩的蛋黃豆腐是補鈣的優秀
菜肴。動物內臟，如肝臟、血液中的
維生素 D 含量也很高，所以將白豆腐
和血豆腐一起做成“紅白豆腐”也非
常理想。
另外，雞胗、豬肝等動物內臟也對增
加豆腐的鈣吸收有很好的作用。

3.加海帶、紫菜，能多補碘
豆腐不但能補充營養，還對預防
動脈硬化有一定的食療作用。這是因
為豆腐中含有一種叫皂苷的物質，能
防止引起動脈硬化的氧化脂質產生。
但是皂苷卻會帶來一個麻煩，引
起體內碘排泄異常，如果長期食用可

夏季吃茄子
能治療 7 種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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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都不知道
這三種食物
有這麼大功效
薯富含碳水化合物、多種礦物質和維生素，對
預防病有積極作用。只是，不同種類的薯類所含的
營養成分略有不同，烹調方法也是多種多樣，並非
只能蒸煮……

紫薯：抗氧化、抗癌作用強
紫薯除含澱粉、蛋白質和脂肪外，還含有豐富
的維生素 A、維生素 B2.胡蘿蔔素、花青素等營養物
質。
值得一提的是，紫薯富含硒元素，有較強的抗
氧化作用。
推薦吃法：紫薯花卷、紫薯饅頭、優酪乳葡萄
乾紫薯泥、紫薯麥片粥。

山藥：輔助治療心腦血管疾病
山藥最富營養的部分是其黏液，蛋白可降低血
液膽固醇，預防心血管系統的脂質沉積，有利於防
止動脈硬化。
除了易產生飽腹感，有利於控制食量外，還改
善糖代謝，提高胰島素敏感性的功用。
推薦吃法：百合山藥小米粥、糯米蓮子山藥粥
、木耳青椒炒山藥、蜜汁山藥。

馬鈴薯：補充維生素 C 的能手
土豆富含維生素 C，且不容易在烹調過程中損
失。
拿土豆和菠菜進行烹調實驗，比較兩者加工後
維生素 C 的剩餘量。結果，菠菜水煮 5 分鐘只剩下
35%。土豆即使去皮水煮。
推薦吃法：土豆燜牛肉、羊肉蘑菇土豆泥。

能導致碘缺乏。所以，吃豆腐時加點
海帶、紫菜等含碘豐富的海產品一起
做菜，就兩全其美了。

4.放青菜、木耳，更防病
豆腐雖然營養豐富，但膳食纖維
缺乏，單獨吃可能帶來便秘的麻煩。
而青菜和木耳中都含有豐富的膳食纖
維，正好能彌補豆腐的這一缺點。
另外，木耳和青菜還含有許多能
提高免疫力、預防疾病的抗氧化成分
，搭配豆腐食用，抗病作用更好。
需要注意的是，菠菜、莧菜等綠
葉蔬菜中的草酸含量較高。應先焯一
下，再和豆腐一起烹調，以免影響豆
腐中鈣的吸收。

夏季喝一口，百病馬上走
有 10 種養身的小東西，特
別適合夏季喝，幾塊錢就買到
，不僅便宜，還很管用，熱水
一沖喝就可以了，為了自己和
家人健康，一定好好看看。

。另外平時經常喝點薄荷對恢復
會有更好的幫助。
3、預防口臭 薄荷葉，有健
胃助消化、促進新陳代謝、增強
體力、抗衰延壽、清熱解乏等功
效，還可以預防口臭，尤其對脾
胃不和引起的口臭效果奇佳。

荷葉泡水

茄子的功效有什麼?茄子含有維生素
E，有防止出血和抗衰老功能，常吃茄子
，可使血液中膽固醇水準不致增高，對
延緩人體衰老具有積極的意義。下面盤
點一下茄子的 7 大功效，或許你會對茄子
刮目相看。

茄子的功效
1、抗衰老 茄子含有維生素 E，有防
止出血和抗衰老功能，常吃茄子，可使
血液中膽固醇水準不致增高，對延緩人
體衰老具有積極的意義。
2、清熱解毒 用於熱毒癰瘡、皮膚
潰瘍、口舌生瘡、痔瘡下血、便血、衄
血等。中醫學認為，茄子屬於寒涼性質
的食物。所以夏天食用，有助於清熱解
暑，對於容易長痱子、生瘡癤的人，尤
為適宜。茄子能散血、消腫、寬腸。所
以，大便於結、痔瘡出血以及患濕熱黃
疸的人，多吃些茄子，也有幫助，可以
選用紫茄同大米煮粥吃。
3、治療凍瘡 取冬天地裡的茄子秧(
連根)兩三棵用水煎，水開之後再煮 20 分
鐘，用此水泡洗凍瘡患處，同時用茄子
秧擦洗患處，二至三次可治癒。
4、降血壓 茄子有良好降低高血脂
，高血壓功效，具體方法如下：選用深
色長條型，切成段或者絲，用麻醬以醬
油調拌而成，在晚餐時分，服用可有效
降低和自愈。
5、保護心血管、抗壞血酸 茄子含
豐富的維生素 P，這種物質能增強人體細
胞間的粘著力，增強毛細血管的彈性，
減低毛細血管的脆性及滲透性，防止微

血管破裂出血，使心血管保持正常的功
能。此外，茄子還有防治壞血病及促進
傷品癒合的功效。
6、防治胃癌 茄子含有龍葵堿，能
抑制消化系統腫瘤的增殖，對於防治胃
癌有一定效果。此外，茄子還有清退癌
熱的作用。
7、消腫止痛 具有清熱止血，消腫
止痛的功效。

茄子拌著吃最健康
茄子是少有的紫色蔬菜，營養價值
也是獨一無二。它含多種維生素以及鈣
、磷、鐵等礦物質元素。特別是茄子皮
中含較多的維生素 p，其主要成分是芸香
甙及兒茶素、橙皮甙等。常吃茄子連皮
對防治高血壓、動脈硬化、腦血栓、老
年斑等有一定功效。茄子的吃法很多，
但多數吃法烹調溫度較高、時間較長，
不僅油膩，營養損失也很大。煎炸茄子
維生素損失量可達 50%以上。在茄子的所
有吃法中，拌茄泥是最健康的。首先，
拌茄泥加熱時間最短，只需大火蒸熟即
可，因此營養損失最少。其次，拌茄泥
用油最少，蒸好茄子搗成泥後，只需稍
微淋一些調味汁即可。最後，拌茄泥的
吃法營養吸收最完全，因為它不用削去
茄子皮，而茄子皮中含有大量的生物活
性物質。拌茄泥的調味汁最好用橄欖油
、芝麻醬、蒜泥和少許鹽。橄欖油是毫
無疑問的健康油，芝麻醬含有豐富的鈣
、蛋白質和維生素，蒜泥有殺菌抗癌的
功效。

主要功能：荷葉具有平肝
火以及清熱養神、清暑利濕以
及保健作用。
1、降三高 荷葉泡水喝，
對“三高”即高血壓、高血脂
、高膽固醇有不錯的改善，並
且無副作用，適合長期引用。
2、清暑利濕 炮製後的荷
葉味微鹹，屬於涼性特別適合
夏季喝，具有清暑利濕的作用
，對多種夏季常見病均有一定
效果。
3、保健作用 荷葉泡水喝
對肝、脾、胃、心臟都具有很
好的保健作用，老年人可以那
他來作為日常飲品比較適宜。

食鹽泡水
主要功能：食鹽除了調味使
用外還具有消炎止痛，鎮定護膚
的作用。
1、面部控油 油性皮膚的朋
友，每天在洗臉的時候加入適量
的食鹽，輕輕的按摩幾分鐘，對
油脂分泌過旺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
2、緩解胃部不適 胃腸不適
時，喝一杯淡鹽水，鹽水會有效
稀釋胃酸，抑制腸道致病菌群，
很快就可以緩解不適。
3、止鼻血消炎 鼻出血後，
可用棉棒浸濕鹽水塞進鼻孔中，
同時飲用鹽水 1 杯，即可起到止血
的功效，並且防止創面發炎。

枸杞泡水
主要功能：枸杞的保健功能
很強，補身護膚，護肝養肝的作
用。
1、防治糖尿病 枸杞能夠降
血糖、軟化血管、降低血液中的
膽固醇、甘油三酯，對糖尿病患
者具有一定的療效。
2、去除面部皺紋 枸杞有很
好的抗衰老功效，泡水經常喝喝
可以延緩面部衰老，改善皺紋。
枸杞所含的豐富多糖、維生素 E、
硒及黃酮類對皮膚抗氧化也有很
好幫助。

菊花泡水

3、護肝養肝 枸杞中的多糖
對肝臟有著很好的保護作用，可
以降低血清穀丙轉氨酶，促進肝
損傷的修復，使肝功能正常運行
。

檸檬泡水
主要功能：檸檬 VC 含量比
較高，具有抗菌、提高免疫力等
作用。
1、預防高血壓 預防高血壓
：檸檬水能緩解鈣離子促使血液
凝固的作用，可預防和輔助治療
高血壓和心肌梗死。
2、痰多咳嗽 更鮮為人知的
是，檸檬也能祛痰，且祛痰功效
比橙和柑橘還要強。痰多的朋友
多泡點喝吧。
3、預防腎結石 檸檬水中含
有大量檸檬酸鹽，能夠抑制鈣鹽
結晶，從而阻止腎結石形成，甚
至可以使部分慢性腎結石患者的
結石減少。

薄荷泡水
主要功能：薄荷清涼潤肺，
具有提神解鬱，消炎止癢等作用
。
1、解乏解渴 薄荷水尤其適
合運動後飲用，小小一杯就可以
快速解渴。
2、面部痘痘 薄荷特有的多
種茶萘酚酸，可以改善面部痘痘

主要功能：菊花具有清肝明
目、保護視力、消炎等作用。
1、預防感冒，咽喉腫痛 菊
花，金銀花，茉莉花一起泡著喝
，可清熱，可防治風熱感冒、咽
喉腫痛、癰瘡等，常喝更可降火
，有寧神靜思的效用。
2、恢復視力 平常泡一杯菊
花茶來喝，能使眼睛疲勞的症狀
消退，如果每天喝三到四杯的菊
花茶，對恢復視力也有幫助，經
常玩微信的朋友一定試試。
3、抵抗輻射 日常生活中多
喝菊花茶有助於防止輻射，經常
對著電腦的上班族，應該多喝菊
花茶，這樣能夠抵觸電腦的輻射
。

金銀花泡水
主要功能：金銀花具有疏風
止癢，殺菌利尿等作用。
1、風熱感冒 對外感風熱或
溫病初起，身熱頭痛、心煩少寐
、神昏舌絳、咽幹口燥等有一定
作用。
2、皮膚瘙癢 喝金銀花可以
消除皮膚瘙癢。
3、治拉肚子 金銀花對多種
致病菌如金黃色葡萄球菌、溶血
性鏈球菌、大腸桿菌等均有一定
抑制作用，治拉肚子。

蒲公英泡水
主要功能：具有豐富的胡蘿
蔔素和 C，對美容、消除炎症都有
不錯的作用。
1、慢性胃炎 將蒲公英葉子
還有豬肚清洗乾淨之後用水燉煮
，豬肚軟爛之後服用，每天服用
兩次。
2、祛斑淡斑 蒲公英中含有
微量元素能改善面部色斑。
3、治乳腺炎 蒲公英有消腫
散結及催乳作用，對乳腺炎十分
有效，內服+外敷效果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