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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话说“秋冬萝卜赛人参”，眼下正是
“小人参”上市的好季节。但鲜为人知的是，
萝卜各部分口感不同，吃法上也有所不同。
    萝卜的顶部到 3~5 厘米处水分较少，
质地很硬，适宜切丝爆炒、做汤，也可以
配羊肉调馅，味道极佳。
    萝卜中段含糖量较多，甜度较大，质
地脆嫩，这个部位是整个萝卜口感最好的，
所以适合生吃，用中段拌沙拉、做凉菜也
都特别可口，另外也可以炒或做汤。
    萝卜中段以下到尾部，含有较多的淀
粉酶和芥子油，味道辛辣，可以起到健胃
消食的作用。如果喜欢萝卜的辛辣味，可
以选择生吃此段，或者腌制成萝卜干。接
受不了辛辣味的人可以选择炒、炖汤或做
馅等烹调方法，可减少其辛辣味。
    萝卜种类繁多，每种萝卜都有很好的

食用和医疗价值，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营养与食品安全所何丽建议，不妨每周来
顿“萝卜开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吃白萝卜可化痰
    白萝卜含水分 90% 以上，可促进胃肠
蠕动，促进大便排出。中医认为萝卜性凉，
可化痰清热。应提醒的是，白萝卜最好生
吃或凉拌，而且萝卜皮中矿物质和维生素
的含量也较高，食用时最好不要丢弃。
    2、吃胡萝卜能长个
    胡萝卜中含有丰富的β胡萝卜素，在
人体内可以转化为维生素 A，能有效改善
眼睛疲劳和眼睛干涩的问题。此外，这种
物质还是骨骼正常生长的必需物质，对促
进婴幼儿的发育具有重要意义。胡萝卜最
好要熟吃，由于它里边含有脂溶性维生素，
生吃可造成大部分胡萝卜素不能被人体吸

收。因此最好将胡萝卜切成块与肉类一起
用高压锅炖食，以提高胡萝卜素的吸收率。
    3、吃青萝卜可利尿
    青萝卜上部甘甜少辣味，至尾部辣味
渐增，极耐贮藏。它性微凉，味甘，顺气
利尿的效果很好，是典型的生食品种，也
称“水果萝卜”。
    4、吃水萝卜补维 C
    水萝卜在夏天较多见，其中的维生素
C含量较高，是同等重量白萝卜的 2倍，
青萝卜的 3倍。另外水萝卜含有丰富的膳
食纤维，可促进胃肠蠕动，有助于体内废
物的排出，具有利尿、消食等功效，并且  
有利于解酒。因为水萝卜维生素C含量高，
所以最好直接生吃。
    5、红心萝卜能减肥
    这种萝卜所含热量较少，纤维素较多，

吃后易产生饱胀感，有助于减肥。它还富
含花青素，具有抗氧化功能。含有这种色
素的蔬菜，经酸渍后可使其颜色更加鲜红。
红心萝卜最好是凉拌食用，选购时也要挑
水分多的。
    生吃萝卜有哪些好处呢 ?
    1、生萝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其
含量比梨高 8~10 倍，而维生素 C是防癌、
抗癌的能手。
    2、生萝卜中含有一种抗肿瘤活性物质，
这种物质对食道癌、胃癌、鼻咽癌、子宫
颈癌等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3、萝卜的纤维素可促进肠蠕动，减少
粪便在肠道的停留时间，把肠道中的有毒
物质排出体外，有利降低结肠癌的发病率。
    4、萝卜中的木质素可使巨噬细胞的活
力提高 2~3 倍，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

萝卜赛过小人参 不同萝卜功效各不同

    在现代生活中人们活的越来越
年轻，很多 60 多岁的人看起来依
然和 30 多岁没有什么两样，虽说
外表如此，即便人们看起来十分年
轻，但是一些部位上出现的缝隙却
会反应身体的真实状况，或者说这
些症状其实是人体衰老的表现。你
知道吗？

    哪道缝隙深人体更衰老？

    我们都知道在人衰老的过程
中，肌肤内部的胶原蛋白是慢慢流
失的，此时人体肌肤就会慢慢松弛，
从而导致的皱纹出现，而这一现象
在人二十五岁时便会开始。
    人体上的皱纹越多、越深便说
明了人体越加衰老，所以人体皱纹
可以说是最好的衰老探测器，而人
们想要延缓衰老，对于身体上的皱
纹同样是要重视起来。

    皱纹的负面影响

    皱纹是一种十分正常的生理现
象，任何人在年纪到了一定的程度
后都会出现皱纹，而对于想要让自
己看起来更加年轻的人来说，皱纹
是有很多负面影响的。
    首先，皱纹会让人看起来十分
苍老，如年龄相同的两个人，我们
常会认为面部皱纹较多的人年龄比
较大，反之，皱纹少的人比较年轻，
这是一种给他人的感觉，除此之外
皱纹还会影响到人的自身。
    我们都知道对抗衰老除了让身
体看起来很年轻之外，心态同样是
很重要的，而身体上大量的皱纹，
往往会让人们觉得自己十分苍老，
从心理上出现一种对于自己的不信
任，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即便人的
身体看起来十分年轻，依然会给人
一种老朽的感觉。
    在人们追求年轻的道路上，皱
纹可以说是除了时间外最大的敌
人，因为身体上的皱纹直接影响了
人的外表以及心理，而这两者对于
对抗衰老来说是缺一不可的，因此
我们在生活中想要让自己更加年
轻，对于皱纹就要积极消除。

    怎样去皱纹？

    一、用米饭可以去皱纹

    人出现皱纹除了胶原蛋白的流
失之外，往往还会因为毛孔中的肌
肤油脂、污渍导致的，因此想要祛
除皱纹对于毛孔内的油脂以及污渍
便需要重视起来。
    通过米饭是一种不错的方法，
因为米饭有着良好的吸附性，我们
选择一些软糯、温热的米饭敷在面
部或者有皱纹的部位，轻轻的滚动
便可以轻松吸出毛孔内部的油脂以
及污渍，这一方法在生活中可以试
一试。

    二、改善血液流动

    改善血液流动同样是一种很好
的去皱方式，因为血液流动太差身
体肌肤得不到很好的滋润，很容易
就会导致皮肤弹性变差，从而出现
皱纹。
    而改善血液流动，可以让肌肤
得到更好的滋养，避免肌肤失去弹
性，这样肌肤更加的紧致，皱纹出
现的几率便会大大减少，因此在生
活中想要保护好身体的健康，对于
这一点就要重视起来。

    三、含胶原蛋白的食物

    人会出现皱纹，最大的原因依
然是身肌肤缺少胶原蛋白所导致
的，因而合理的补充胶原蛋白可以
帮助人们有效减少皱纹的出现。
而在生活中如猪蹄、银耳、猪皮、
鱼皮等食物之中都含有丰富的胶原
蛋白，适当的吃一些是可以很好的
预防皱纹这一情况的，因此在生活
中想要减少皱纹出现，让自己看起
来更加年轻，可以经常吃这些食物。

    四、补水

    补水同样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情，在生活中肌肤缺乏水分就会变
得干燥、松弛从而让大量的皱纹出
现，所以保持肌肤水润是很重要的
事情。

皱纹越多意味着越衰老吗？
    都知道 1+1=2，那么把两种食物组合搭配
在一起食用，是不是会获得两种功效呢？那不
一定，要看你会不会搭配，搭配对了，效果惊人；
搭配错了，食物相克，可能会丧命。
这样的搭配是会减寿的：

    1、番茄 +小黄瓜

    这两者都是加在沙拉里的常见食材，但是
小黄瓜里含有一种叫做抗坏血酸的酵素，会破
坏番茄里的维他命 C。若要避免上述的效果，
可以将小黄瓜加热或是腌渍。

    2、红茶 +柠檬

    不可以喝柠檬红茶？感到讶异的人是不是
很多呢？问题在于多数进口的柠檬中使用的防
腐剂 OPP 这个成分，其与咖啡因结合后，会产
生致癌物质。国产柠檬几乎不会使用 OPP，所
以做柠檬红茶时要留意柠檬的产地。

     3、啤酒 +炸薯条

    即使自己在家里吃饭也有可能做这样的食
物搭配吧！但其实肝脏在分解酒精时，会产生
促进脂肪吸收的酵素。要记住！不仅是啤酒，
酒类与炸薯条或是炸鸡等高油脂的食物一起摄
取时，都会加速脂肪的吸收。

    4、小黄瓜 +猪肉

    这个搭配组合竟会导致消化器官的功能下
降！猪肉有冷却身体的作用，而小黄瓜也有相
同的作用，因此，两个一起吃会造成身体急速
降温。在盛夏时这样搭配没关系，但是天气冷
的时候就要小心了。

     5、红萝卜 +白萝卜

    白萝卜中的维生素 C 含量极高，但红萝卜
中却含有一种叫抗坏血酸的分解酵素，它会破
坏白萝卜中的维生素 C。一旦红白萝卜配合，
白萝卜中的维生素C就会丧失殆尽。不仅如此，
在与含维生素 C 的蔬菜配合烹调时，红萝卜都
充当了破坏者的角色。还有胡瓜、南瓜等也含
有类似红萝卜的分解酵素。

住口！五种食物搭配会让你减寿

    秋季来临，很多人会面临急性出血性眼
结膜炎、过敏性鼻炎、哮喘等季节性疾病，
这些过敏引起的症状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
专家表示，节气的变化使得周围环境出现许
多肉眼看不见的细微改变，如相对湿度小、
浮尘增加、各种野草草籽和野花花粉增多，
这些都可能造成过敏原增加，使得具有过敏
体质的人群发生过敏症，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秋季过敏症”。

     过敏性鼻炎 务必远离过敏原

    公开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约有 2 亿人患
有过敏性疾病，其中 1 亿多人患有过敏性鼻
炎。进入秋季，过敏性鼻炎又进入高发季，
患者明显增多。过敏体质患者应引起注意，
谨防鼻炎袭扰。

    为何秋季易致过敏性鼻炎高发 ?

    秋季空气比较干燥，风力较大，再加上
秋季是作物成熟的季节，也是许多草本植物
花粉的传粉时节，使得过敏性鼻炎具备了发
病条件。过敏性鼻炎危害很大，患者往往容
易出现鼻塞甚至呼吸障碍，并可出现头痛、
头晕、记忆力下降、胸痛、胸闷等症状，严
重影响工作、学习，降低生活质量。此外，
如果患者不注意，还可能引起支气管哮喘、
鼻窦炎、分泌性中耳炎等疾病。

     预防过敏性鼻炎 

     1、远离过敏原。对于过敏性鼻炎患者
来说，防止过敏原侵入体内最重要。面对品
种繁多、层出不穷的过敏原，人们需要在日
常生活中留心观察，找出与过敏症发作的相
关因素。
     2、加强锻炼、劳逸结合。合理安排工
作学习，按时作息，防止过度劳累，散步、体操、
太极拳、游泳等锻炼有利于减轻过敏。
     3、冷水洗脸。每天早晨洗脸时建议使

用冷水，并可对鼻子进行按摩。
    4. 外出戴口罩。天气转冷时，戴上口罩
可保持口鼻的温暖湿润，减少冷空气的刺激。

    过敏性鼻炎怎么办 ?推荐 4款药膳食疗

    1、人参核桃饮
    用人参 3g，核桃肉 15g，白糖适量 ; 把
人参切片，核桃仁压碎，加水适量，武火烧沸，
用文火热煮半小时后，再滤其渣，加入白糖
即成，并宜反复煎熬，用法是中晚各 1 次。
此款的功效足益气固肾，适应于过敏性鼻炎
反复发作，常易感冒复发者。
    
    2、川芎白芷炖鱼头
    用川芎 15g，白芷 15g，鲤鱼 l 尾 ( 约
250g)，生菱、葱、食盐、绍酒适量：将川芎、
白芷洗净切片，鱼剖腹去鳃洗净：然后将药
片和鱼欣入锅内，加姜、葱、食盐、绍酒、
水适量，以武火烧沸，文火炖熟即成，用法
是配餐食用。此款功效是补虚，活血，怯风
通窍，适出于过敏性鼻炎患者，体虚，易复发，
易感冒，气短心悸等。

    3、黄芪大枣粥
黄芪大枣粥：黄芪 30 克，红枣 10 枚，粳米
50 克，将黄芪与大枣一起放入锅中，加水
1000 毫升，熬至 500 毫升，然后加入粳米同
放入锅内，再加水至 1000 毫升，武火烧开，
文火慢炖成粥，加入姜糖搅匀即成，晨起或
晚餐服用。
   
     4、玉屏风粳米粥
    玉屏风粳米粥：黄芪 12 克、防风 6 克、
白术6克、淮山药15克、红枣5枚，生姜3片、
粳米 50 克。先将黄芪、防风、白术、淮山药
洗净后温水浸泡 30 分钟，然后与生姜、大枣、
粳米同置锅中，加入适量水，共煮至米烂粥成。
每日晨起即可服用，本食疗方对体弱，易感
冒的过敏性鼻炎患者在不发作时期也可服用，
可有效减少本病的发生率。

秋季过敏性鼻炎 过敏体质者如何避免

十月金秋送爽 我们快乐健身

    第二届青岛市防
范处理邪教系统运动
会于 2016 年 10 月 13
日在青岛市气象渡假
村隆重召开。来自全
市反邪教战线的 17 支
代表队参加了包括“毛
毛虫骑行”等六大项
目的竞技比赛，其间，
还有市北区枫叶太极
健身队展示的八段锦、
太极剑表演。运动会
丰富了文化精神生活，
提高了工作的凝聚力、
向心力和战斗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