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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与科学

说起柠檬，不少人会
想到酸酸甜甜的口感。其
实，柠檬还是烹调中的魔
法师。

防止煮鸡蛋破壳

鸡蛋入锅前，先用柠
檬汁刷一遍蛋壳，可以促
进蛋白的抗凝作用，不仅
能防止鸡蛋破壳，还能使
煮好的鸡蛋更容易去壳。

让蛋糕蓬松

做蛋糕时，在准备打
发的蛋白中滴入少许柠
檬汁，不仅可以让蛋白的
色泽更加洁白，还可以让
蛋糕蓬松，易于切开。自

己在家用蛋清做沙拉酱时，将柠
檬汁混合白醋一起使用，也可以
让蛋清变稠。

强化咸味

使用柠檬汁之后的菜肴，咸味
更突出，口感更新鲜清爽。酸甜口
味的凉拌食品，可以用柠檬替代酸
味调味品，减少食用盐的摄入。

除油中腥味

炸过鱼或虾的油总有一股
腥味，想去除腥味，在油中加几
滴柠檬汁也是不错的选择。

不少人感觉柠檬汁比较难
取，其实，切开柠檬之前，先用手
掌压住来回滚动，让果肉松动，再
取汁时就方便多了。 据光明网

中医学认为，木棉花味甘性
平，有清热利湿，解毒止血的功
效，常用于治疗痢疾以及湿热泄
泻。木棉花提取物富含多糖、苯丙
素类化合物、酚酸类化合物、花青
素以及多种微量元素，有抗氧化、
抗金黄色葡萄球菌及真菌、降糖、
降脂、护肝降酶、抑制白血病细胞
及肉瘤细胞分裂的功效。

另外，木棉树除了花朵可
以入药外，其树皮（称木棉皮）、
根（称木棉根）均可入药，其中
木棉皮内服消肿活血，能缓解
腰腿痛、胃痛等症状，外用擅治
皮肤瘙痒；木棉根内服效果与
木棉皮类似，主要用于缓解胃
痛和腰腿疼痛，外用能治疗跌
打损伤。 据《广西工人报》

春天，人体肝、胃、肺等内
脏器官中积蓄的内热，就慢慢
散发出来，出现燥热。“燥火”
容易引发口舌生疮。在此我向
大家推荐一个治疗春燥引发
口舌生疮的偏方。

方法：选取嫩香椿叶 50
克，洗净捣烂，再用米醋将其
调匀后服用，每日一剂，分 2
次服用。

中医认为，香椿性平、凉，
味苦涩，有清热解毒、润肠止
血、健胃理气、杀虫固精等功
效。另外，香椿对金黄色葡萄
球菌、肺炎球菌、大肠杆菌、绿
脓杆菌、伤寒杆菌和痢疾杆菌
等都有很好的抑制和杀灭作
用。上述方子具有清热、凉血、
解毒的功效，对春燥引起的口
舌生疮具有一定的疗效。

据《老人报》

春暖花开，正是踏春好时
节，许多市民喜欢采摘野菜尝
鲜。医生提醒，不少野菜属于光
感性植物，吃后晒太阳会增加皮
肤对光的吸收导致晒伤的风险
加大，尤其是过敏性体质的市
民，甚至可能导致日光性皮炎。

一些含叶绿素高的蔬菜和野
菜都属于光感性植物。常见光感
性食物有灰菜、紫云英、雪菜、莴

苣、茴香、苋菜、荠菜、芹菜、萝卜
叶、菠菜、荞麦、香菜、红花草、油
菜、芥菜等。除了这些蔬菜外，有
些水果也属于光感性的，比如无
花果、柑橘、柠檬、芒果、菠萝等。

这些蔬菜水果之所以能导
致紫外线过敏患者患上日光性
皮炎，是因为它们都含有同一种
成分呋喃香豆素。呋喃香豆素是
一种天然的光敏剂，该成分本身

不会对皮肤造成伤害，但接触到
紫外线 UVA、UVB 的照射时，
就会产生光敏反应，而普通人食
用后易导致皮肤对日光更加敏
感，进而导致皮肤被晒伤。

有过敏病史的人，尽量少吃
光感性强的野菜。吃完野菜后尽
量不在户外活动，减少强光的照
射，最好晚上食用野菜。

据《厦门日报》

白粥一向被视为“最养
人”的食物，其实经过精细
加工的大米，本身营养价值
不 高 ，主 要 提 供 淀 粉

（ 75% ）、少量蛋白质（ 8% ）
等。长时间加热煮制成粥的
过程，对淀粉、蛋白质和矿物
质影响不大，但会破坏 B 族
维生素。与白米饭相比，白粥
营养价值更低。

据《盐阜大众报》

干货也有保质期，且不
同种类有所差异。

木耳、紫菜、干豆角等
在阴凉通风干燥的环境中
存放即可，不需要放入冰
箱，保质期可达两年。

腊肉、腊肠等肉制品最
好切块后放入冰箱冷冻保
存，保质期为一年。

鱼干、虾米、牡蛎干等
海产类干货最好放入保鲜
盒后再冷冻保存，保质期一
般为半年。

据搜狐网

四月养生餐桌，用美味防病
4月，草长莺飞，随着人体阳气生发，户外活动增多，人的食

欲也大增。如何兼顾食欲和养生，名医们结合4月份的养生重点，
分享了一桌养生菜，教大家巧用当季食物来防病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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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吃木棉花清热又祛湿 香椿叶米醋
治口舌生疮

吃红心火龙果解便秘
有一种既好吃又缓解便秘

的利器——— 红心火龙果。
红心火龙果中富含膳食纤

维，每100克有1 . 9克的总纤维，
一次性吃一个大概 400-500 克
的火龙果，就可摄入将近 8-10
克纤维。

膳食纤维不仅可以增加排
便量，还可以促进肠道蠕动。曾
有研究证实，如果每天膳食纤

维摄入量少于12克，排便的重量
就会少于100克。而膳食纤维的
可发酵性能促进粪便膨胀，增
加排便量，达到每天 160-200 克
的正常水平。此外，还有很多便
秘者表示，排便排不干净。这
说明肠道的蠕动性不够。而膳
食纤维在肠道内发酵时，会产
生二氧化碳和氢气，促进肠道
蠕动。 据《大众卫生报》

吃光感性野菜 当心日光性皮炎
膳食纤维非越粗越好

膳食纤维分为可溶性膳食纤
维和不可溶膳食纤维两大类。食
物中那些口感粗糙的部分，主要
是不可溶膳食纤维，也就是通常
所说的粗纤维，而可溶性膳食纤
维则没有那种粗糙的口感。

两种膳食纤维都有益健康，
但健康益处略有不同。可溶性膳
食纤维对降低血清胆固醇、减低
冠心病风险有较好效果；不可溶
膳食纤维对于防止便秘和预防结
肠癌有较大好处。

据《江南保健报》

干货也有保质期

都说“春天不减肥，夏天徒
伤悲”，实际上，春天也是血糖
管理的好时机。春天没有很多
升糖指数高的应季果蔬，温度
适宜运动，尤其是户外运动，有
助于糖友的饮食和运动管理。

糖友的每日主食摄入可根
据体力活动量来确定，一日至
少三餐：体重大致正常、休息较

多的成年患者每日 200-250 克
主食；轻体力活动者 250 克；中
体力活动者 300 克；瘦削或重体
力活动者 350-400 克。主食不可
以不吃。糖友每日至少食用 500
克的绿色蔬菜，约是两手能抓
住的“一捧”。瘦肉全天吃手掌
大小一块。鸡蛋一日一个。

据《快乐老人报》

春天不控糖，夏天徒伤悲西兰花抗癌是传说

有人说西兰花是“抗癌特
种兵”，其富含硫物质被人们
称具有抗癌效果。在一些动物
实验和体外细胞实验中，人们
发现这些含硫物质能抑制细
菌和癌细胞生长，但从目前结
果看，西兰花所含的硫物质对
人体作用不大，也很难明确其
具体影响。 据《中国家庭报》

感冒应分症食疗

风寒咳嗽喝苏杏汤：咳
嗽声重，咽痒，咯痰稀薄色白，
常伴鼻塞，流清涕，一般为风
寒咳嗽，建议喝点苏杏汤。取
紫苏 10 克，杏仁 10 克，生姜
10 克，红糖 15-20 克，材料洗
净加适量水煮开，加入红糖
代茶饮。每日 2 剂。

风热咳嗽喝青橄榄瘦
肉汤：咳嗽频剧，气粗或咳
声嘎哑、咽痛、痰黏稠或稠
黄不易咳出，常伴鼻流黄
涕、口渴等，为风热咳嗽，建
议喝点青橄榄瘦肉汤。取青
橄榄8粒，瘦肉100克，蜜枣1
粒，盐适量。在锅里放适量
清水，加入上述食材，煲30分
钟，调味即可。

据《东方药膳》

1 .空心菜入膳清热解毒

此时正是空心菜上市的季
节。空心菜又名蕹菜、通心菜，有
凉血清热、利湿解毒的功效。这里
给大家介绍两个使用蕹菜制作的
药膳方：

豇豆蕹菜炖鸡肉

取豇豆150克，蕹菜150克，鸡
1只（约250-500克），将鸡宰杀洗
净，切块，与豇豆、蕹菜同炖，加
盐、葱等调料，食肉吃菜。适用于
调理脾肾气虚而致水肿、头晕膝
酸、神疲乏力等。

蕹汁蜜膏

取蕹菜2千克，洗净切碎捣
汁。菜汁放在锅内先以大火煮沸，
后以小火煎煮浓缩，至煎液较稠
厚时（约剩250克）加入蜂蜜250
克，继续煎至稠黏如蜜，停火，待
蜜膏冷却后装瓶冷藏备用。每次
舀一汤匙，用沸水冲化饮用，每日
2次。清热解毒的功效很好，还可
用于治疗外痔。

2 .鲜芒入菜补脾胃护肝脏

4月芒果最新鲜，医学研究显
示，芒果中天然抗氧化物和维生
素含量高，有助清洁肝脏中的毒
素。另外，它含有的膳食纤维有助
清除消化道内的废物和毒物，可
有效保护脾胃。这里推荐两款用
芒果做的养生美食：

芒果烧鸡

取青芒果250克，鸡肉500克，
番茄1个，洋葱1个，胡椒粉、牛油、
蚝油、白糖、淀粉、白兰地酒适量。
芒果去皮切片，洋葱和番茄切成
角块；鸡肉切成块放入碗中，加淀
粉拌匀。锅上火，放花生油烧热，
加洋葱煸炒，下鸡肉炒匀，放入白
兰地酒、牛油、白糖、蚝油、胡椒
粉、精盐、芒果、番茄、水，拿勺轻
搅几下，熟后上盘。这道菜能补脾

胃、益气血、生津液；对脾胃虚弱、
食欲不振、气血亏虚、咽干口渴有
疗效。

芒果陈皮瘦肉汤

取芒果3个，陈皮半个，精肉
1 5 0克。把芒果切开晒干，与陈
皮、猪肉同入锅，煲3小时即可，
此菜品能清肺化痰、解毒散邪
排脓。

3 .枸杞叶炖汤防过敏

柳絮、花粉飘舞，4月也是过
敏最严重的时节，一些过敏体质
的人，不妨在此时多吃点防过敏
美食。

枸杞叶鸡汤

取鸡脯肉150克，枸杞叶100
克，火腿肠15克，猪油15克，料酒
10克，盐3克，鸡汤适量。将鸡脯肉

切成薄片，加清水和料酒浸泡，将
鸡汤烧开，倒入鸡肉片，待其变白
色捞出。

在汤中放入火腿、盐、枸杞
叶、猪油，待枸杞叶变色即可起锅
盛入装有鸡肉片的碗内。这道汤
能防过敏性眼病，如眼睛刺痒、眼
红流泪等。

玉屏鸡汤

取黄芪60克，白术20克，防风
20克，鸡一只。将药材塞入鸡肚
中，加水炖汤。以文火炖至鸡肉熟
烂，加盐调味即可。这道汤可预防
过敏性鼻炎。

据福建老年网

白粥最养人是误传

骨折损伤初期，经络受
损、血瘀气滞、气机不畅、水
湿凝滞不运，以瘀血疼痛、
患肢肿胀、大便不畅、胃口
不佳为主要症状，需要一款
既能支持营养，又能辅助减
轻伤后症状的药膳。

在此，推荐一款活血行
气、消肿利水的药膳“红豆
红花饮”。取红豆 60 克、红花
10 克，先将红豆加水煮熟，
再加红花煎水取汁即可服
用，可加红糖调味。

据人民网

皮肤差喝“美人汤”
很多女性有面色黯淡

皮肤差的问题，我推荐一款
四物美人汤：准备山药 100
克、莲子（去心）50 克、玉竹 30
克、百合 30 克、陈皮 1 小瓣、
冰糖适量，将山药去皮、切
块，陈皮切细丝，所有食材
洗净，加入适量清水，隔水
炖 1 小时，调味即可。四物相
配，可以调脾胃、养气色，让
女性告别暗沉，光彩照人。

据《市场星报》

骨折喝红豆红花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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