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营养要素需均衡 水果不能替代蔬菜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

式，在饮食方面，要注意营
养要素均衡，控制总热量。
要素均衡参照膳食金字
塔。 总量控制要根据自己
的体重、工作强度。体重指
数超标者， 建议咨询营养

师或者医院的营养科，量
身定制自己的食谱。

清淡饮食，少盐低脂。
少盐可以预防高血压。 低
脂有助于减轻体重，防止
动脉粥样硬化。 多食蔬
菜、适量的水果。 水果中

有大量的维生素、 矿物
质、膳食纤维、果胶，但糖
分也很高， 每天 1 至 2 个
苹果体积的水果量就可以
了。多吃蔬菜，可以提供足
够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
有助于肠道健康，对预防

结肠癌有益处。 蔬菜可以
代替水果，水果不可以代
替蔬菜。

多饮水， 有助于防止
便秘、肾结石、尿路感染。
此外， 喝盐水只能增加盐
的摄入，并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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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是乳腺癌的独立高危因素

更年期 控制体重很重要
应该重视和维护心理健康， 遇到心理问

题时应主动寻求帮助。

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各种心理卫生问
题，重视和维护心理健康非常必要。

心理卫生问题能够通过调节自身情绪和
行为、寻求情感交流和心理援助等方法解决。
采取乐观、开朗、豁达的生活态度，把目标定
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 调适对社会和他
人的期望值，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培养健康
的生活习惯和兴趣爱好， 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等，均有助于保持和促进心理健康。

如果怀疑有明显心理行为问题或精神疾
病， 要及早去精神专科医院或综合医院的心
理科或精神科咨询、检查和诊治。

精神疾病是可以预防和治疗的。被确诊患
有精神疾病者，应及时接受正规治疗，遵照医
嘱全程、不间断、按时按量服药。 积极向医生
反馈治疗情况，主动执行治疗方案。通过规范
治疗，多数患者病情可以得到控制。

多项研究已经证明，肥胖是乳腺癌的独立高危因素，也是子宫内膜癌的危险因素。
子宫内膜癌和乳腺癌都是雌激素依赖性的恶性肿瘤， 脂肪细胞可以把肾上腺分泌的雄激素转化为雌激

素，因此肥胖的女性更容易发生两癌。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维持更年期和绝经后的合理体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和绝经相关疾病的发病

风险。

■多进行有氧运动 远离不靠谱保健品
中老年女性适合有氧

运动，如游泳。如果不能做
特殊的运动， 每天快走
5000 至 10000 步，使心率
略增加，微微出汗。广场舞
如果不扰民其实也是不错
的选择。

运动有助于改善代
谢，改善心肺功能。 运动
时注意保护膝关节和腰

椎。 不建议过度负重、登
山等。 长期负重运动，会
损伤膝关节。 而中老年人
关节发生退化，所以不建
议做仰卧起坐，会损伤
腰 椎 。 运 动 也 要 多 样
化 ，单 一 、 高 强 度 的 运
动都是不健康的。

此外， 远离各种不靠
谱的保健品， 必要时可以

补充维生素 D、 钙剂以及
其他维生素。

多带孩子多旅游。 替
晚辈带孩子，不但可以帮
助子女解决没时间带孩
子的苦恼、维系与子女的
关系 ，而且与幼童相处
的生活会充满童真 。 带
孩子会增加运动量，家
务活也是运动， 带孩子

出去散步更是很好的运
动。 旅游不是年轻人、少
年的专利。

退休后时间更富余，
更灵活，选择气候适宜的
季节， 避开旅游的高峰，
旅游的感觉一定会很放
松、舒适和惬意，身心都
能得到调整。

(据《法制晚报》）

有的老人会时常感到手麻肩酸， 或出现
腕部无力的情况。经常做做下面的动作，会有
很大帮助。

伸指时吸气，握拳时呼气。双手从小拇指
开始依次打开，每个手指反复进行 10 次。 这
个动作可以消除手腕关节的酸痛感， 恢复手
腕肌肉力量，预防手腕关节病变。屈腕伸出左
手，掌心向前，手指向上。 然后右手握着左手
四指，慢慢向后掰弯，自然呼吸，维持动作 30
秒。 换右手做，反复 2 至 3 次。 这样做可以增
强手腕的灵活性，减轻肩部酸痛。 （据新华网）

手麻肩酸

做做手腕操

“风吹一片叶，万物已
惊秋。 ”8 月 ７ 日 １５ 时 ４０
分迎来“立秋”节气。 由于
立秋时刻发生在下午，因
此，今年的立秋属于“晚
立秋”。

俗话说，“早立秋凉飕
飕，晚立秋热死牛。 ”民间
认为如果立秋时间在上
午，则天气凉爽；立秋时间
若在下午以后， 天气就还

要热上一阵。
那么， 今年的“晚立

秋” 会不会导致我国出现
高温天气呢？

天文教育专家、 天津
市天文学会理事赵之珩表
示， 影响气候的主要因素
有很多，目前，在科学上一
直缺乏对于“晚立秋热死
牛”的科学判断依据。而近
年的气象资料也显示，立

秋时间的早晚， 对凉热和
气温的影响并不大。

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消
息也显示，立秋后，雨水会
频繁光顾， 不会出现大范
围高温天气。 气象专家指
出，立秋不论是“早”还是
“晚”， 尽管湿热的天气还
要持续一段时日， 但总的
来说空气干燥，阳光充足，
早晚不是很热， 不至于热

得喘不过气来。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营养科主任李艳
玲提醒，此时节，公众要密
切注意天气预报， 一旦出
现“秋老虎”，要注意防暑
降温， 保证睡眠， 及时补
水。 适当食用芝麻、蜂蜜、
乳品等柔润食物，以益胃生
津，同时还宜搭配适当的汤
水和粥品。 （据新华社）

今年“晚立秋”

益胃生津 多食柔润食物

近日， 一名高血压患
者因贪恋口感美味， 在菜
肴里过量加入味精调料，
导致食用后出现血压陡
增、头痛恶心等不良反应，
随后在医院接受输液加服
降压药才使血压逐渐下降
至基础水平。 为此医生提
醒， 高血压的发生和食盐
量呈现正相关，对于酱油、
味精等调料品中含有看不
见的盐， 高血压患者需要
忌口。

作为一种调味料，味
精的主要作用是增加食品
的鲜味， 但其主要成分是
谷氨酸钠， 也是钠盐的一
种。人体摄入钠盐过多，会
引起体内水钠潴留， 导致
血容量增加， 同时细胞内
外钠离子的增加会引起细
胞水肿、血管平滑肌肿胀、
血管腔变窄、 外周阻力加
大而导致高血压。 除了味
精， 还有各种酱油、 甜面
酱、香肠、火腿肠、方便面

等， 甚至还有藏在面包中
的钠盐等看不见的隐形
盐， 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
需要注意。

目前我们所说的盐
主要是指钠盐， 分为三
种： 一是烹饪用的食盐，
主要成分是氯化钠；二是
面食中的小苏打，也就是
碳酸氢钠； 三是味精，主
要成分是谷氨酸钠。 对于
高血压患者，首先，要按
照我国高血压指南推荐

的标准，每人每天食钠盐
量控制在 ４ 至 ６ 克为好，
最好少吃或不吃腌渍食
品。 如果需要提升口感，
可使用葱、姜、蒜、醋等调
味品。其次，限钠补钾。钾
可以缓冲钠盐引起的血
压升高作用，舒缓血管平
滑肌痉挛 ， 延缓动脉硬
化，可以多摄入富含钾的
食物，尤其是新鲜蔬菜和
水果。

（据新华社)

高血压患者要警惕“隐形盐”
医生提醒：除了限钠，还要补钾

气温比较高的情况下，出汗比往常多，但
是为什么不感到饿呢？营养专家指出，老年人
脾胃虚弱， 更易受天气影响， 同时口渴感减
退，喝水量容易不足，因此，适当吃粥喝汤有
益健康。燕麦、薏米、淮山、莲子、百合等，均有
健脾开胃的效果，都很适合熬粥。但要特别注
意，长期喝粥尤其只喝白粥易营养不良。老年
朋友不妨试试这两种粥品：

芹菜粥：芹菜 200 克，粳米 200 克，食盐、
葱、生姜、香菜等调味品适量。 将芹菜洗净切
成细丁备用，粳米洗净入锅加水煮，待粥八成
熟时放入芹菜丁，最后放入适量调味品即可。
芹菜粥含丰富的植物纤维素，还清肝明目、解
毒利水，对于头痛、眩晕者尤为适宜。

山药红枣糯米粥 ：山药 100 克、红枣 10
颗、糯米 100 克、白糖或冰糖适量。 山药洗净
削皮切块，将糯米、红枣洗净后与山药一起放
入锅中，加水煮，先武火煮开再转文火，粥成
时加入适量白糖或冰糖即可。 山药红枣糯米
粥可健脾补气、养胃和中，常服可健脾养胃。

（据人民网）

胃口差

吃点芹菜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