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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吃豆胜吃肉！
春天养生吃点啥？众多营养专家告
诉你：吃肉不如吃豆！

几个动作缓解心跳加剧

黄豆杂豆好搭档
在所有植物性食物中，只有黄豆的
高蛋白可与动物性食物相媲美，其蛋白
质含量高达 35%—40%，所以黄豆被誉为
“田中之肉”
“ 植物蛋白之王”及“绿色牛
奶”。
豆类蛋白质中富含赖氨酸，是与谷
类蛋白质（谷类蛋白质中赖氨酸比例低）
互补的理想食品。大豆的脂肪含量约为
15%—20%，其中不饱和脂肪酸占 85%，
亚油酸高达 50%，此外还含有较多对心
血管健康有益的磷脂。如果再和杂豆搭
配起来，互补，
营养更为丰富。
黄豆中除了具有高蛋白质、高不饱
和脂肪酸的特点外，还含有一定量的 B
族维生素及钙、铁、磷、钾、钠、镁、锌等微
量元素。黄豆的营养成分可为脑细胞的
生长发育提供充分的原料，保持脑细胞
更新的顺利进行。另外，豆类提供的钙
可改善骨密度，促进骨骼健康。
因此，利用豆类蛋白在日常生活中
替代部分动物性蛋白质，可减少动物性
脂肪摄入过量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可
有效预防高血压，降低血脂，预防心血管
疾病发生。大豆中除了黄豆这一类比较
特殊的豆类，还有杂豆，比如绿豆、红豆
等，它们不同于黄豆，黄豆中主要的特点
是蛋白质含量高，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

吃肉，而杂豆主要是淀粉，可以算作一种
主食。黄豆和杂豆是好搭档，但黄豆营
养成分高于杂豆，多吃黄豆有益健康。

新鲜四季豆可多吃
新鲜的四季豆、豌豆、豇豆等就是很
应季春季食材。它们算是蛋白质含量高
的蔬菜，也是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
的储藏室。四季豆中的 B 族维生素含量
特别丰富。而且还是一种难得的高钾高
镁低钠的蔬菜。无论切丝配肉丝炒食，

还是加醋汁凉拌，都很好吃。同样，细
长 的 豇 豆 也 跟 四 季 豆 类 似 ，焯 水 后 凉
拌即可。它们都是很适合春天食用的
蔬菜。
豌豆圆润鲜绿，嫩豌豆可炒食，也可
用于配菜。豌豆高钾低钠的特点对高血
压预防控制有益，富含的维生素 A 原可
在人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其富含蛋氨
酸及胱氨酸，有利于青少年的生长发育，
但注意豌豆蛋白质总含量不高，这种效
果不甚明显。
据新华网

春吃 5 种菜 尝鲜还养生
菠菜、韭菜、香椿……春季时令蔬菜
陆续上市，给人们带来美味尝鲜的同时，
也守护着大家的健康。
菠菜护眼明目。菠菜是叶黄素的最
佳来源之一，这种营养素对于预防眼睛
衰老导致的“视网膜黄斑变性”十分有
效。同时，菠菜还是维生素 B2 和β胡萝
卜素的好来源，前者充足时，眼睛不容易
布满血丝；后者可以在人体内转变成维
生素 A，有助预防干眼病。此外，菠菜还
富含钾、钙和镁元素，能帮助眼部肌肉增
强弹性，减少近视概率。

荠菜能补钙。荠菜营养丰富，其维
生素 C、类胡萝卜素以及各种矿物质含量
较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含钙量高于
同等重量的牛奶。荠菜还有一定药用价
值，传统医学认为它可用于辅助治疗痢
疾、肠炎、胃溃疡等疾病。
莴笋抗过敏。莴笋含丰富的维生
素、钙、镁、膳食纤维等成分。研究发现，
莴笋中的某种物质可以抵抗因春季过敏
而引发的鼻炎，
缓解过敏带来的不适。
香椿增加食欲。香椿不仅香味独
特，还富含钾、钙、镁等矿物质，其 B 族维

生素的含量在蔬菜中也名列前茅。此
外，香椿还含有香椿素等挥发性芳香族
化合物，可起到健脾开胃、增加食欲的功
效。因为香椿中硝酸盐和亚硝酸盐（储
存过程中由硝酸盐转化而来）的含量较
高，
因此烹调前最好先焯烫一下。
韭菜有助护肝。李时珍把韭菜描述
为
“肝之菜”
，
就是因为肝主生发，
而韭菜能
起到助肝生发的作用。而且，
韭菜含有挥
发性精油及硫化物等特殊成分，
散发出一
种独特的辛香气味，
有助于疏调肝气，
增进
食欲，
提高消化功能。
据新华网

春季准妈妈宜多吃萝卜
春天万物复苏，各种当季蔬菜水果
种类繁多，准妈妈一定不能错过为宝宝
生长发育加把劲的机会。那么，春季孕
妇应该如何正确吃果蔬？

宜多吃萝卜、菜花、
茭白
萝卜是一种极普通的根茎类蔬菜，
它的营养及药用价值却很高。孕妇产前
经常吃些菜花，可预防产后出血及增加
母乳中维 K 的含量。茭白又称菱笋，用
菱白煎水代茶饮，可防治妊娠水肿。用
菱白炒芹菜食用，可防治妊娠高血压及
大便秘结。
在怀孕期应少吃马齿苋，但在临产
前又属例外，适当吃点马齿苋反而有利
于顺产。除此之外，还有茄子、木耳菜、
胡椒、花椒、海带、桂皮等也要适当少吃。

有些水果应适当少吃
准妈妈在怀孕期间没有不能吃的水
果，但有些水果应该适当少吃。如荔枝、
桂圆容易引起大便干燥，可以食用金银
花水缓缓；柿子容易引起胃石，可以食用
猕猴桃缓解；西瓜、哈密瓜、桃子等容易
引起腹泻，可以食用土豆、红薯缓解；菠
萝蜜、榴莲容易引起食欲不振，可以食用
山楂片缓解；新鲜杨梅容易引起胃酸过

多，
可以食用枣或梨缓解。
有些反季节水果也要尽可能少吃，
因为反季节水果需要更多的人工护理，
包括除虫和保鲜，不可避免地会使用更
多的化学药品，这些化学物品摄取过多，
对母体和胎儿都是不利的。

韭菜汁调服 缓解恶心呕
吐反应

准妈妈在怀孕期间多数都会有恶心呕
吐等反应，
有的会影响食欲。韭菜汁和生
姜汁加糖调服可以缓解、
治疗孕妇恶心、
呕
吐等反应。韭菜性味甘、
辛、
性温、
无毒，
含
有挥发油及硫化物、
蛋白质、
脂肪、
糖类、
维
B、维 C 等，
有健胃、提神、温暖的作用。具
体做法：
韭菜汁50毫升，
生姜汁10毫升，
加
糖适量，
调服即可。
据新华网

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是一种比较常
见的心律失常疾病，多有“突发突止”的特
点。心动过速发作时，心率可达到每分钟
140—250 次。一些患者只有心悸症状，部
分患者症状较重，可能伴有胸闷甚至晕厥。
第一次发现心动过速时，一定要去医
院明确诊断。如已确诊为“阵发性室上性
心动过速”，发作时可就近去医院进行“转
律治疗”。对医生而言，这是一种很容易转
为正常心律的疾病，应用心律平、易博定等
就能很快恢复。
如果患者心动过速发作时离医院很
远，可试着先使用一些刺激神经的方法，终
止室上速。患者首先要采取坐位或卧位，
避免即刻出现短暂的心跳间歇增长，引发
风险。神经刺激包括做瓦氏动作，也就是
深吸一口气后屏住，做用力呼气的动作，可
连续做几组到十几组，达到终止心动过速
的目的。或可用手或其他柔软物体刺激咽
喉后壁及舌根，产生恶心想吐的感觉，也可
能终止室上速。另外一些可能起效的作法
包括：按摩颈动脉窦（此动作要慎重，不适
合老年患者）、压迫眼球、用冷水洗脸等。
这些动作虽然操作方法不同，但原理类似，
都是刺激迷走神经，使其兴奋性增高。因
为迷走神经能够影响心脏功能，使心率减
慢，心脏传导通路传导速度下降，进而有效
终止心动过速。
必须特别强调的是，做这些动作一定
要采取坐位或卧位，因为刺激迷走神经可
使部分患者出现一过性心率过慢、血压下
降，引发晕厥。也因此，上述方法不能过
度使用，如应用后心动过速仍不终止，请
尽快就医。
据新华网

丑时熟睡对肝最好
丑时，指凌晨 1 点—3 点的时间。中国
传统医学认为，丑时对应十二经络的肝经，
在睡眠状态下，此时人体气血将汇聚到肝
脏，充实肝体（给肝脏增补能源），涵蓄肝用
（让肝脏更好发挥功能）。正如《黄帝内经》
提到：
“人卧血归于肝，肝受血而能视……”
丑时保持熟睡状态是对肝最好的关怀。
临床上，
常听到很多患者抱怨凌晨 1—
3 点还难以入睡或者短暂入睡后即醒来，
这
种状况与肝脏疏泄功能失职有关。中医认
为，
肝的疏泄功能，
体现为维持全身气机、
脉
络、水道、肤腠、精神情志疏通畅达、不滞不
郁的能力，
这种能力表现在人体生命活动的
方方面面，如呼吸、饮食、二便、出汗、月经、
情绪甚至睡眠调节中。日常生活该如何维
护肝脏疏泄功能，保证丑时的良好睡眠，更
好地
“充实肝体、
涵蓄肝用”
呢？
1、要顺着肝脏的“性子”。肝为刚脏，
喜条达恶抑郁，平时情绪管理要顺着肝的
“性子”，如多培养温和、宽容、积极、乐观的
性格，消除忧思多虑、烦躁暴怒等不良情
绪，避免在夜间纠结问题。情绪容易起伏
者，可多揉按太冲穴（该穴位于足背第一、
第二跖骨结合部之前凹陷处），以助疏泄。
2、要避免过度损耗肝气。
《黄帝内经》
认为：
“ 肝者，罢极之本”，也就是超负荷劳
作、疲劳等“过用”行为也会耗伤肝气，进而
影响疏泄功能。日常生活中应避免熬夜，
不建议过度劳作、剧烈运动、过度用脑等。
对于平时以脑力劳动为主或者工作强度大
的人，可用枸杞 5 克、龙眼干 5 克、麦芽 3
克，
泡水代茶喝，有养肝疏肝的作用。
3、
“临阵磨枪”有良效。对于丑时偶尔
出现失眠或者易醒者，
则可能伴有肝肾不和
或心肾不交证，此时可以盘腿静坐片刻，然
后叩齿至满口津液，
以舌头在口腔及牙间搅
动 5—8 下，
分 3 次将津液咽下，
有滋水涵木、
交通心肾、
调神助眠之效。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