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姜!大蒜!洋葱!辣椒!胡椒!花椒
等是我们日常饮食中不可缺少的调味
佳品" 有了它们#菜的味道会更加鲜美#

颜色也更加好看" 除此之外#它们还能
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和功效#食用时会不
会有什么禁忌呢$

生姜排汗降温

生姜性温味辣#含有姜醇等油性挥
发物#还有姜辣素!维生素!姜油酚!树
脂!淀粉!纤维以及少量矿物质" 能增强
血液循环!刺激胃液分泌!兴奋肠道!促
进消化!健胃增进食欲" 此外#生姜还能
杀灭口腔和肠道的病菌#达到清洁口腔
的目的" 在夏季#吃姜还可以起到排汗
降温!提神的作用#并缓解疲劳!乏力!厌
食!失眠!腹胀!腹痛等#在民间流传有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处方&的
谚语" 值得注意的是#生姜虽好#但阴虚
内热以及痔疮患者要忌食"

辣椒预防感冒

辣椒性热味辛# 含有
!

族维生素!

维生素
"

!蛋白质!胡萝卜素!辣椒碱!柠
檬酸!铁!磷!钙等多种营养成分#尤其是
维生素

"

的含量非常高#在蔬菜中名列
前茅" 它具有温中祛寒!开胃消食!发汗
除湿的功效# 还有一定的杀菌作用#对
预防感冒!动脉硬化!夜盲症和坏血病
有比较好的效果" 辣椒还有预防癌症!

延缓衰老的作用#特别是红辣椒在民间
享有%红色药材&的美称"由于它性大热#

刺激性强#不宜多吃#那些有眼部炎症!

胃溃疡!高血压!牙痛!咽喉炎等感染者
应忌食"

大蒜能抗病毒

大蒜性温味辛#含有蛋白质!脂肪!

糖类!

!

族维生素! 维生素
"

等营养成
分#还有硫!硒有机化合物

#

大蒜素
$

以及
多种活性酶#此外其钙!磷!铁等元素的
含量也很丰富"它具有杀虫!解毒!消积!

行气!温胃等功效#对饮食积滞!脘腹冷
痛!痢疾!疟疾!百日咳!痈疽肿毒!水肿
胀痛! 虫蛇咬伤等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此外#吃大蒜还可以防流感!治疗霉菌
感染#并具有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和
较强的抗癌作用" 它是目前已经知道的
效力最大的植物抗生素之一#有%地里
生长的青霉素&的美称" 但那些阴虚火
旺!腹泻!痔疮!胃肠道出血以及眼病患
者不宜食用"

花椒缓解疼痛

花椒性温味辛#含有柠檬烯!花椒
素!不饱和有机酸和挥发油等成分" 它
具有温中健胃!散寒除湿!解毒杀虫!理
气止痛的作用" 对治疗积食!呃逆!嗳气
呕吐! 风寒湿邪所引起的关节肌肉疼
痛!痢疾!蛔虫等有一定作用" 现代药理
研究还发现#它有一定的局部麻醉和镇
痛的功效#对各种杆菌和球菌也有明显
的抑制作用" 但是支气管哮喘!糖尿病!

痛风!癌症患者和孕妇要慎用"

洋葱防动脉硬化

洋葱性温味辛#含有蛋白质!糖!粗
纤维!硒!硫胺素!核黄素!前列腺素

%

!

氨基酸以及钙!磷!铁!维生素
"

!胡萝卜
素!

!

族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成分#其挥发
油中含有降低胆固醇的物质'''二烯
丙基二硫化物"洋葱具有消热化痰!解毒
杀虫!开胃化湿!降脂降糖!助消化!平肝
润肠!祛痰!利尿!发汗!预防感冒!抑菌
防腐的功效#可以预防和治疗动脉硬化
症#还具有防癌的作用" 由于它集营养!

保健和医疗于一体#在欧美一些国家#洋
葱被誉为%菜中皇后&" 但患有眼病的人
或热病后不宜进食"

胡椒祛风健胃

胡椒性温味辛#含有挥发油!胡椒
碱!粗脂肪!粗蛋白!淀粉等营养物质"它
有黑!白两种#可以治疗消化不良!肠炎!

支气管炎!感冒和风湿病等#现代药理研
究还发现#胡椒所含的胡椒碱!胡椒脂
碱!挥发油等有祛风!健胃的功效" 糖尿
病!痛风!关节炎!痔疮!癌症!支气管哮
喘等病的患者最好不要食用胡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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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和现代化食品加工业的迅
速发展#保健食品的生产出
现了规模化! 加工现代化
的趋势" 修水青钱柳降糖
神茶就是在这样一个集团
化产业中产生的优质保健
降糖茶"

修水青钱柳目前开发
的是茶类产品# 除科学配
方! 多种名贵中药以外#还
配以适量的绿茶#组方比较
合理#不仅使口感有甘醇冽
香之味# 其综合功能有(清

除体内过剩的自由基#并减
少脂质在血管壁上的沉积#

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防止血
栓形成# 甚至还有阻断亚
硝基化合物在体内的生成
等作用"

糖尿病的重要病变是
高血糖#然而糖尿病患者比
正常人更易发生低血糖 #

这是一般人所容易忽略
的"而老年糖尿病患者#低
血糖比高血糖具有更大的
危害性" 修水青钱柳降糖
神茶具有双向调节作用 #

更有利于老年糖尿病患者
饮用# 从而减少高血压和
低血糖的双重危险" 经临
床实践#已有

&'

岁以上的
(

型糖尿病患者饮服降糖
神茶# 血糖逐渐调节回复
至正常# 在严密检测血糖
的情况下# 由开始的减量
服用其它降糖药物至完全
停服#坚持服用此茶至今#

血糖非常稳定# 血脂调节
更为明显# 目前已无高血
脂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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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纳!中级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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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星!家庭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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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迪!最新型面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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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起昌河铃木

东风日产

安全%环保%省油等优势&

一汽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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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宝捷汽车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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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豪华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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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成交价到店面议"

安阳天利汽车销售服务车

豫北汽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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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品牌 经销商 畅销车型 价格范围

!

天籁公爵!高级轿车"

!

轩逸!中高级轿车"

!

骐达
&

颐达!中级轿车"

!

骏逸!商务休旅车"

!

逍客!城市
'()

"

!

骊威!家庭轿车"

本栏目为安阳畅销汽车公共调查表'为方便读者参考%选购'如有变动'请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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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风 日 产 鼎 龙 专 营 店
东外环豫北汽车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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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优势 本周推荐

全国首例真人实车翻转实验'

操控%舒适%安全

高人一(档)的
$

前速变速箱'

先进的发动机技术

利亚纳

比亚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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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籁

一汽奔腾

去年夏天的防晒霜还没用
完#看保质期还远着呢#那就接着
用吧" 其实#为了保证好的防晒效
果#防晒霜开封后最好当年用完"

防晒品的保质期年份不等#

有两年或三年#但是并不是在保质
期以内#就可以放心涂上它去享受
日光浴"北京协和医院皮肤科闫言
医生说#防晒霜等化妆品与空气接
触后#空气中温度!湿度的改变很
容易使其成分发生变化"

虽然隔年的防晒产品不一定
会对肌肤产生副作用#但效果下降
的防晒霜可能达不到预期的防晒
效果#很容易让皮肤在太阳直射下
发红!变黑#甚至受伤"防晒霜开封
后最好在一年内用完"如果觉得隔
年防晒霜扔掉太可惜#可涂在手脚
等处#仍然会有一定的防晒作用"

很多人觉得涂了防晒霜就万
事大吉了#闫医生说#其实#防晒品
应达到一定厚度才会有效果#具体
为每平方厘米

(

毫克左右"而且防
晒霜应在出门前

)*

分钟到半小时
内使用# 并且每

(

小时应补涂一
次# 这样才能达到最好的防晒效
果"

另外要提醒的是# 在涂抹防
晒霜前应先涂一层保湿霜#尽量不
要直接与皮肤接触#这样既可以给
皮肤补充一些水分#也能减少对皮
肤的刺激" !本报综合报道"

普济堂药房!烟草大厦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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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天然植物中提取的
植物型抗菌剂' 是中医药医学研究所经
过长期攻关研究' 研制成功的国内第一
个专业肛周病产品* 首创软膏加湿巾相
结合'杀菌止痒立即见效'可促进皮损快
速修复'且列刺激无依赖性'更贵在不易
复发'兼具有抗癌'防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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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不想吃饭#体温升高#心跳加
快等#这都是人体代谢和生理状况对夏
天高温环境的应激反应" 只要采取正确
的饮食#我们同样能过一个健康清凉的
夏天"

夏天把粥当主食
食少倦怠$$$夏天把粥当主食

粥类食品易于消化#既能帮助补充
因大量出汗所消耗的水分#还能快速补
充血糖和能量#是消暑的最佳主食" 在
做粥时#加入豆类

+

如绿豆!黑豆
,

!杂粮
#

如薏米!燕麦
,

!果蔬
#

如西瓜皮!苦瓜
,

!药

材
#

如荷叶!金银花!莲子
,

等#能加强粥的
保健效果#使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补充
同步进行"

汤茶饮料宜(热)喝
生津补耗$$$汤茶饮料宜(热)喝

夏天大量的流汗会造成血容量
不足#使血压下降#从而增加中暑的
危险" 汤茶饮料是个不错的选择" 汤
类含有大量的水分和钠!钾!镁等有
机盐" 而茶水具有提神的作用#能减
轻疲劳等" 因此汤类!饮料及茶类夏
季以多饮为宜"在进餐前先喝点饮料
或汤#能够解除因饮水中枢的兴奋而
引起的摄食中枢的抑制#菜汤能够促
进消化液的分泌# 有助于促进食欲"

但喝冷饮不宜过多"温热的茶饮能通
过舒张汗腺将体表温度降低

)!

至
(!

#消暑效果远优于冷茶"

冷饮不要低于
*"

度
寒湿伤胃$$$冷饮不要低于

*"

度

冷饮的温度不要低于
)'""

" 饮
料过热会增加出汗#但太冷又对正在
受热的机体是一种强烈的不良刺激"

但是许多人喜欢在餐前或餐后大量
进食冰冻水果或啤酒等冷饮#不仅影
响了正常进餐量# 还会损伤胃肠黏
膜!影响消化功能#因为寒湿相加最
伤胃# 进而导致抵抗力下降和增加
%中暑&危险"

低脂肪优蛋白多吃点
降湿祛痰$$$低脂肪优蛋白多吃点

在高温环境下#人体新陈代谢率
增加#加上天气炎热#人们出汗多#而
每

)''

毫升汗液中含氮
('#-'

毫克#

如果饮食再跟不上#极有可能会引起
负氮平衡#出现腰酸背痛!头昏目眩

等症状"因此#蛋!奶!鱼虾!豆制品等
低脂肪优质蛋白的摄入量应适量增
加" 脂肪的量以进食者乐于接受为
宜#适量脂肪可增加菜肴香味!促进
食欲# 但过高的脂肪反而会引起厌
食"

凉性食物适合夏天食用
清热解毒$$$凉性食物适合夏天

食用

因为凉性食物具有清热解暑!降
火!解毒!消减身体燥热的作用#一般于
夏天选用" 凉性食物有#谷类(薏仁)蔬
菜(大白菜!芦笋!茭白!芦荟!莲藕!苦
瓜!丝瓜!黄瓜!冬瓜!绿豆芽等)水果类(

猕猴桃!火龙果!西瓜!梨!柿子!橘子!杨
桃!香瓜!番茄)蛋豆类(蛋清!绿豆"吃法
要以偏阴为宜#如蒸!煮!炖"忌煎!炸!烤
等" !本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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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个研究小组对一群健
康男性进行了一项调查检测" 发
现一群人在吃了含有辛辣成分的
食物后#睡眠模式发生显著改变"

他们的睡眠时间都缩短了# 主要
表现为熟睡时间较少# 以及较长
时间的辗转反侧"

专家表示# 麻辣的确会对人
的睡眠造成一定影响"

).

辣椒所含的辣椒素等刺激
性物质会通过刺激人体舌尖#进
而刺激大脑中枢神经和身体各部
分的神经末梢#导致心跳加快!体
温上升和较长时间的兴奋感

/

(.

辣椒!花椒!胡椒!大蒜等食

材对肠胃的刺激也很大# 并易造
成胃有灼烧感

/

0.

辛辣食物在消化过程中会
消耗掉体内的促眠介质" 所以尽
管大吃麻辣美食#酣畅痛快#感觉
很爽#但是如果你想睡个好觉#最
好还是离火锅! 麻辣香锅! 麻辣
烫!水煮鱼等远一点"

当然# 麻辣食物也有很多好
处#它们还兼具行气活血#消除体
内气滞!血滞#促进血液循环和机
体代谢#刺激胃肠蠕动#增加消化
液分泌#增进食欲#以及祛风散寒
等功效"但前提一定是适可而止#

均衡摄取才能给健康加分"

为保证睡眠男人请少吃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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