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类人群 吃坚果要谨慎

坚果虽然是明星食物， 但以下

几类人需慎食坚果。

腹泻的人

坚果中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油脂

能起到润肠通便的作用，有腹泻症

状和消化道急性感染症状的人暂时

不要吃坚果， 否则会加重腹泻症

状。

上火的人

坚果多通过烘焙、 翻炒等方法

制成，这易引起口腔和咽喉干燥。 出

现咽喉炎、口腔溃疡等症状时，尽量

不吃烤制、炒制、炸制的坚果。

幼儿

由于坚果呈大颗粒状，不易嚼碎，

幼儿食用时有可能因为呛咳、 说笑等

滑入呼吸道，引起严重安全事故。

易过敏的人

一旦误食，会产生皮肤瘙痒、咽

喉水肿等反应，甚至可能危及生命。

这类人一旦发现自己对某种坚果过

敏，以后应尽量远离。

需要说明的是，只要控制好量，

痛风病人、 糖尿病患者和减肥人群

也可以放心吃坚果

据《生命时报》

民间有句谚语，“春吃芽、 夏吃

瓜、秋吃果、冬吃根” ，这里的果就包

括坚果，它们多在秋天成熟，可以说

是秋冬季节的应季食物。

荷兰研究人员发表在 《国际流

行病学期刊》 上的一项涉及 12 万

55～69 岁成年人的研究显示： 坚果

对人体健康的保护是全方位的，只

要每天吃 10 克坚果，就能显著降低

人们死于常见疾病的风险， 使死于

心脏病、癌症、糖尿病和神经退行性

疾病 （主要包括阿尔茨海默病）的

风险分别降低 17%、21%、30%和 47%。

有助保护心脏

秋季昼夜温差较大， 人体血管

受刺激收缩，血管阻力增大，导致心

血管负担加重。

《英国医学杂志》刊登一项对

8.6万名女性进行的调查发现，每天

吃 20 克坚果的人比每周吃 5 克以

下的人，患心脏病的几率要低 35%。

当中，榛子、核桃、杏仁等坚果的

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极为丰富，美国心

脏学会已将其列为“护心食物” 。

缓解秋季抑郁

立秋后日照时间变短， 人的情绪

难免消沉低落， 镁这种矿物质可调节

大脑中的“快乐神经递质”。 而坚果富

含镁，每天吃一把可预防秋季抑郁。

此外， 抑郁症患者体内的锌比

正常人偏低，花生、核桃、开心果、杏

仁、榛子等坚果含锌量较高。

协助对抗秋燥

很多人进入秋天就开始皮肤干

燥、紧绷、脱皮。 研究发现，维生素 E

对皮肤具有保湿作用， 这种维生素

在花生、核桃等坚果中含量较高。 并

且，坚果富含的多不饱和脂肪酸，也

是健康皮肤必不可少的营养。

如果在植物里评选 “营养

C 位” ，必须有坚果，它浓缩了

饱满的精华。

而有些人认为坚果会使人

发胖，然而一项最新研究显示：

吃对坚果， 对长期减肥有重要

效果。

专家来告诉你， 秋季吃坚

果的好处。

受访专家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主任营

养师 陈霞飞

中国注册营养师、 航天中心医

院营养科营养医师 马跃青

黑龙江省医师协会营养学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卢大平

最新发表在全球著名医学期刊

《BMJ》子刊上的研究指出，食用坚

果与较慢的体重增重、 不易肥胖之

间具有相关性。

研究人员调查了数十万的美国

人，并对他们连续追踪了 20年。

研究发现， 在任意一个 4 年的

时间段内， 每天多食用 14 克坚果，

体重增加 2 千克以上的风险会更

低。每天食用核桃的话，患肥胖的风

险要低 15%。

研究认为，每天补充适量坚果，

可能是减缓肥胖的好方法。

路透社也曾报道过美国加利福

尼亚州洛马林达大学的一项研究，

坚果或能帮助减肥。

该项研究负责人琼·沙芭特博

士介绍， 坚果拥有高含量不饱和脂

肪酸， 比动物制品中的饱和脂肪酸

更健康。

同时， 坚果中的高蛋白质成分

也会使食用者有饱腹感， 减少不健

康食物的摄入量。

另外， 坚果中含有大量有利于

健康的营养素和植物化学元素。

美国波士顿塔夫斯大学营养学

教授杰弗里·布伦伯格认说：“越来

越多的证据显示， 在一定的食用数

量范围内， 坚果的确是一种健康的

饮食选择。 ”

就医时发现自身权益受到损

害，想投诉不知道渠道？ 看这里！ 贵

阳晚报“医疗美容行业新闻监督热

线” 开通。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违规医疗，

请告诉贵阳晚报，我们将和医疗主管

部门一起来维护您的合法权益！

新闻监督热线：0851-85870512。

随着 “医疗美容行业新闻监督

热线” 的开通，《贵阳晚报》将一如

既往地担起媒体的监督作用。

同时， 本报长期向广大读者征

集线索，联系相关职能部门，剑指医

疗服务领域中的违规行为； 我们将

依托全媒体力量，让陷阱曝光现形，

让违规医疗行为无处躲藏。

遭遇违规医疗

请与本报联系

20年追踪数十万人研究

多吃坚果 能减缓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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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秋后 吃坚果有好处

一周午睡两次

最护心

瑞士洛桑大学医院研究人员发

现， 每周午睡 1至 2次能降低心脏

病发作和中风风险。

研究者观察发现，经常午睡的人

（一周 3至 7次）往往比不午睡的人

年龄大，而且以男性、吸烟、肥胖、晚

睡者居多。 在监测期，发生了 155例

致死性和非致死性心血管疾病。

分析结果显示， 与从不午睡的

人相比，偶尔午睡（每周 1至 2 次）

的人心脏病发作、中风、心衰风险要

低 48%。 据《生命时报》

看手机太多

当心掉头发

大家都知道，手机玩多了会让

肩颈酸痛、 眼睛酸涩， 但你是否想

过，玩手机还会导致掉头发？

肩颈是身体血管与头部相连的

唯一通路。当肩颈出现慢性疼痛，就

说明这里的血管被压迫， 血液流动

自然也受影响。如此，经血液输送到

头部的氧气、 营养也会无法顺利到

达，导致头发不能健康地生长，出现

枯黄、脱落等现象。

据《中国妇女报》

有此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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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用好陈皮养生

受访专家： 湖北省中医院药事

部副主任药师 黄正德

民间有“百年陈皮，千年人参”

的说法， 故很多人将陈皮看做养生

佳品，茶杯中、厨房里处处是它的身

影。 湖北省中医院药事部副主任药

师黄正德说，从中医角度讲，陈皮养

生功效确实很好， 眼下正是橘子的

丰收时节， 大家不妨学学如何用好

陈皮。

陈皮是橘及其变种的成熟果皮

经干燥储存后的药食两用中药。 相

比新鲜橘皮， 干燥的橘皮挥发油减

少了很多， 其中的橙皮苷等黄酮类

药用物质含量却上升了， 因此其性

味变得缓和，让人更容易接受，药效

也更好。

一般来说，陈皮分为普通陈皮

和广陈皮。 普通陈皮主产于四川、

重庆、福建、浙江、江西等地，广陈

皮是橘的变种茶枝柑的果皮，产区

主要是广东新会、江门等地，质量

最好。 普通陈皮隔年使用最好，广

陈皮一般干燥存放 2 至 3 年后效

果最佳。 质量较好的普通陈皮价格

每公斤 20~40 元， 广陈皮价格较

贵， 每公斤可达到几百甚至几千

元。

中医认为， 陈皮是一种理气

药，归脾、肺经，具有理气健脾，燥

湿化痰的功效， 可治疗胸闷气短、

腹部胀痛、恶心呕吐、腹泻等不适

症状。 质量上乘的陈皮有独特的

“面相” ，选购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外表深红鲜艳，内面白色；质柔软，

气香；没有杂质、霉变、病斑等。 如

果想买广陈皮，则需注意其外表面

应是紫红色的， 香气更为浓郁，对

光看半透明，油室（密密麻麻的小

点）大而明显。

秋冬是吃橘子的季节， 大家还

可以自制陈皮。 黄正德建议，平时吃

完橘子后，把橘皮留着，放置在阴凉

干燥处阴干即可，避免暴晒。

干燥的橘皮可以用在生活的方

方面面：1.作香辛料，在红烧或卤煮

荤腥菜品时放入一些， 可起到调味

去腥、开胃燥湿、解腻的效果；2.泡

澡或泡脚时加几片陈皮，香气溢放，

醒神润肤， 可以起到调节气血的作

用；3.泡水喝，一般取 3~10 克陈皮

冲泡 200~300 毫升开水， 使用保温

杯效果更好， 可理气开胃、 燥湿化

痰，但气虚体燥、阴虚燥咳及有实热

者慎服。 另外需要提醒，新鲜橘皮挥

发油含量较高，性味比较浓烈，还可

能残留保鲜剂和农药等有害物质，

最好不要直接拿来泡水。

据《生命时报》

双莲排骨汤

滋阴又养胃

主要功效：滋阴养胃，清心健脾

推荐人群：一般人群保健汤水

食材准备：莲藕 500g，新鲜莲

子 100g，排骨 500g，枸杞 10g，生姜

数片（3-4人量）

烹调方法：排骨洗净后切小块，

冷水入锅后加入生姜大火烧开，去

血沫捞起沥干备用； 莲藕去皮后切

块，和莲子、排骨、生姜一起放入锅

中，加入清水 1500ml；大火烧开后

改小火烹饪 1小时，出锅前 10分钟

加入枸杞，最后加盐调味即可。莲藕

和排骨可捞起后蘸少量豉油食用。

汤品点评： 夏末秋初之际，正

是莲藕上市之时。 民间早有“荷藕

一身宝，秋藕最补人” 的说法，此时

适宜吃些养阴润肺的食物帮助肺

气的收敛。 另一方面，刚过完夏天

的脾胃功能也未得到完全恢复，因

此不宜过度进补以免造成 “积

滞” 。 据《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