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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提醒

健 康 速 递

“晚上千万不能吃苹果！苹果早晨吃是金，晚上吃是毒！”
“隔夜菜（水）不能吃（喝），致癌！”“西红柿和胡萝卜生吃没营养！”

关于营养的谣言，你信过几个？
健康视点
天津市新闻名专栏

主持人

国医讲堂

先煎后下烊化

中药煎对了疗效才能好

贪吃荔枝当心吃出“荔枝病”
龙眼红毛丹都可引发

“越酸的水果维生素C含量越高”
营养均衡离不开食物多样化

医疗动态

京津专家联手勇闯大脑禁区重铸生命

跨专业协作16小时成功手术

“苹果早晨吃是金，晚上吃是毒！”
吃水果最好在两餐之间“西红柿和胡萝卜生吃没营养！”

生熟各有利弊熟食更安全

刚刚过去的一周是我国老年健康宣
传周。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老年人对健
康话题的关注度要高于年轻人，尤其重
视食品营养。铺天盖地的营养信息让老
人们应接不暇，“晚上千万不能吃苹果！
苹果早晨吃是金，晚上吃是毒！”“隔夜菜
（水）不能吃（喝），致癌！”“西红柿和胡萝
卜生吃没营养！”哪些是营养谣言哪些
是营养科学，令人难辨真伪。我市疾控
中心注册营养师潘怡日前就一些常见的
营养传言做了点评。她同时建议老年人
健康饮食要特别注意营养均衡和特定营
养素的补充。日常可以少量多餐，减盐
减糖，少吃油炸、烟熏、腌制的食物，每天
要保证蛋、奶、鱼虾等蛋白质摄入，要食
用充足且新鲜的水果蔬菜，补充钙、铁等
矿物质。

蔬菜（尤其是绿叶菜）中含有不同量的
硝酸盐，硝酸盐是无毒的，但菜在采摘、运
输、存放、烹饪过程中，硝酸盐会被细菌还
原成有毒的亚硝酸盐。就餐时，在多次夹
菜的过程中，口腔里的细菌会进到菜里面，
即使把剩菜存放到冰箱里，细菌也会继续
把硝酸盐分解成亚硝酸盐，尤其是过夜的
剩菜，经过一夜的盐渍，亚硝酸盐的含量
会更高。亚硝酸盐是一种潜在的致癌物，
会与胃内蛋白质腐败作用产物——胺类
物质结合，生成亚硝胺，这是一种强致癌
物。不过，脱离剂量谈毒性都是不科学

的，一般来说，剩饭剩菜产生的亚硝酸盐含
量，不足以使人体中毒和致癌，偶尔吃剩饭
剩菜不用过分担心健康问题。

通常情况下，自来水中会含有一点硝
酸盐，含有硝酸盐的水在煮沸之后，常温
空气中的细菌就会把硝酸盐还原成亚硝
酸盐。即使水中的硝酸盐全部转化成亚
硝酸盐，喝到体内又变成亚硝胺，也远远
达不到中毒剂量。早上烧的水一整天都可
以喝，那晚上烧的水为什么过了一宿就不
能喝了？

结论：隔夜菜不致癌，不过建议大家做
饭时还是要掌握好量，尽量现吃现做，如果
饭菜有剩余，用干净的器皿盛放后存入冰箱
冷藏，最好能在当天（5-6小时以内）吃完，
也就是说，早饭剩下的午饭吃，午饭剩下的
晚饭吃。如需转天带饭，要在做好之后提前
拨出来装好放冰箱备存，叶菜就不要作为带
饭的选择了。

隔夜水也不致癌，但如果杯子没盖的话，
杯里的水肯定会落入很多灰尘，细菌和其他
微生物有多少就不好说了，不建议再喝，可以
倒掉也可以用来浇花。

生吃和凉拌其实是保留蔬菜原汁原味减
少营养损失最好的吃法。对于西红柿和胡萝
卜这两种常见的蔬菜，生吃也是很有营养
的。西红柿和胡萝卜里面含有丰富的水溶性
维生素C和B族维生素，维生素C可以抗氧
化、抗衰老，提高机体免疫力，还能促进胶原
蛋白合成；B族维生素作为辅酶参与代谢反
应，对免疫系统正常运转至关重要。它们都
是对热敏感的，所以生吃可以最大限度减少
水溶性维生素的损失。此外，西红柿中含有
谷胱甘肽，能够净化体内环境，清除自由基，
延缓肌肤衰老，还可以美白皮肤提升肤质，生
吃也能让谷胱甘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西红柿和胡萝卜还富含两种具有强大抗
氧化作用的类胡萝卜素：番茄红素和β-胡萝
卜素（番茄红素是类胡萝卜素中抗氧化活性
最强的一种）。它们可以减少免疫细胞的氧
化损伤，发挥免疫调节功能，具有明显的抑制
肿瘤作用，能有效预防多种癌症的发生。β-
胡萝卜素也是重要的维生素A原，可以促进
视力健康以及维护上皮组织细胞健康的生理
功能。 热加工可将部分天然番茄红素的反
式结构转变为顺式结构，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也有助β-胡萝卜素的释放，同时β-胡萝卜
素的吸收需要脂肪作为载体，因此熟吃并加
一点食用油可提高番茄红素和β-胡萝卜素
的吸收率，也可以和动物性食物（鱼禽肉蛋）
一起烹调。

结论：生吃熟吃各有利弊，不过还是建议
大家更多地采用熟吃的做法。如果想获取蔬
菜水果中都有的维生素C和B族维生素，可
以通过其他新鲜果蔬的摄入，对于胡萝卜和
西红柿来说，还是让它们把营养特色最大程
度地发挥出来吧！

首先，关于苹果的这个谣言是想说“苹
果在晚上吃的话，会由于胃肠不能像白天
一样正常工作从而导致苹果在体内蓄积毒
素，所以晚上吃苹果就是有毒的”。而事实
是就算人们进入梦乡，只要胃里有食物，消
化系统就会正常运转，所以晚上吃苹果不
会中毒，但却会让消化系统“加班”，加重它
们的负担。同时，由于夜间休息停止活动，
吃完东西产生的多余能量就不能被完全消
耗，进而转化成脂肪储存在体内造成超重
肥胖的发生，所以才强调睡前两三小时不
要再进食。

结论：晚上吃苹果不会中毒，但是会加重
胃肠负担，所以尽量把苹果及其他水果安排
在白天，两餐之间吃最好。

维生素C又名“抗坏血酸”，既然维生素
C名字里有“酸”，它也是一种酸性多羟基化
合物，那是不是在越酸的水果里含量越高
呢？比如柠檬，它的维生素C含量并不算高，
甚至比很多蔬菜还要低，而鲜枣不仅不酸还
非常甜，维生素C含量是柠檬的十倍。水果
的酸度主要取决于水果中的有机酸含量，如
苹果酸、柠檬酸、酒石酸等，另外还和水果含
糖量有关，跟维生素C含量并没有直接的关
系。维生素C含量高的食物（以100克可食
部分计）依次包括刺梨、酸枣、鲜枣、沙棘、芥
蓝、芥菜、猕猴桃、辣椒（青、尖）、菜花、苦瓜、番
石榴、豌豆苗等。
“多吃红枣、菠菜可以补铁”这也是很多人

的营养误区。铁广泛存在于各种食物中，但吸
收利用率千差万别，一般来说动物性食物含的
血红素铁吸收率较高，尤其是动物肝脏、动物血
和各种畜肉（猪牛羊肉），是铁的良好来源。而非
血红素铁主要存在于植物性食物中，需要经由
细胞色素B还原后才能被人体吸收，且吸收过程
受膳食因素影响较大，因此吸收率较低。吃枣
补血效果并不好，每百克大枣中的铁含量仅有2
毫克多，还是非血红素铁不好吸收，另外枣的含
糖量很高，不适合多吃；至于菠菜，它的含铁量在
蔬菜里确实算比较高的，但那也是非血红素铁，
同样没法和动物性食物比，要想变强壮只靠吃
菠菜是不可能的，毕竟不是大力水手……
结论：营养均衡离不开食物多样化，老年

人不能一味清淡饮食或只吃素食。蔬菜水果
虽然提供的是不好吸收的非血红素铁，但它
们提供的维生素C却可以促进铁吸收，因此
每天适量摄入各种肉类，每周吃一两次动物
肝脏和动物血，每次半两（25克）左右（高血脂
及各种慢性病患者注意尽量不吃动物内脏），
同时补充新鲜的蔬菜水果（每天一斤蔬菜半
斤水果），就可以科学有效地为身体补铁。

我市泰达心血管病医院志愿服务队日前
联合滨海新区民政局和滨海惠民益家公益服
务中心，走进滨海新区塘沽新村街道河华里社

区，为20余名社区儿童和家长开展了一场主
题为“守护花朵，‘救在身边’”的急救知识科普
与实际操作培训。泰心志愿服务队根据儿童
心理特点，精心设计了课程内容，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生动地讲解、示范了心肺复苏、海姆立
克急救法等实用的急救技能和七步洗手法。

守护花朵“救”在身边

先煎、后下、烊化是中医处方上常见的中药煎煮法，天津中
医一附院癌症诊疗中心张欣副主任医师对这三种中药煎煮发做
了详细解释，并提醒市民不同中药煎煮方法不同，煎煮对了才能
发挥更好疗效。

先煎 先煎的药物主要包括两类：一是矿物药和介壳类药
物，如磁石、石膏、龙骨、鳖甲等，因为这些药物结构致密，质地坚
硬，有效成分较难煎出，因此需打碎后先煎20至30分钟，然后
再加入其他药物同煎；二是有毒的药物，如生川乌、生附子等，久
煎能达到降低毒性的目的。

后下 后下的药物主要是气味芳香、含挥发油较多及不
耐热者，如薄荷、佩兰、大黄等，久煎会影响其药效，应采取“后
下”的方法，即待其他药物快煎好时，再加入此类药，煎5至15
分钟即可。

烊化 烊化是指将胶类药物放入水中或加入少许黄酒蒸化
或已煎好的药液中溶化，再倒入已煎好的药液中和匀内服，如阿
胶、鹿角胶、龟板胶等。 苏玉珂 易丹

我市环湖医院日前接诊了一罕见病
例，患者同时罹患颅底骨化纤维瘤和海绵
窦动脉瘤。该院内镜颅底外科专家团队

协同北京同仁医院神经外科专家共同制订治疗方案，联手勇闯手
术禁区，16小时稳步完成多个高难度顶尖手术，患者成功获治。
45岁的张先生因双眼视力逐渐下降就诊于全国多家知名

神经外科中心，诊断为颅骨骨化纤维瘤，左侧颈内动脉海绵窦
段动脉瘤，这种情况极为罕见，国内未见报道。4年中，张先生
多次接受肿瘤部分切除术以及双侧视神经管减压术、动脉瘤
介入栓塞术等多种手术。因为病变巨大且位于颅脑手术禁
区，每次手术只能缓解症状。张先生多方求治，经同行推荐，
来到我市环湖医院内镜颅底外科中心。该中心是国内首个多
学科、多专业融合的医疗中心，突出内镜、显微镜、颅底和血管
技术的多学科融合。入院后，该中心诊疗团队对张先生的病
史及既往治疗进行了详细梳理分析。
据介绍，颅骨骨化纤维瘤是一种起源于颅底，以骨性异常增

殖为表现的颅底病变。张先生病变位于前颅底鞍区，临近脑干下
丘脑等生命禁区。颈内动脉海绵窦段动脉瘤直径约两厘米，使双
侧神经受压视力严重下降，几近失明。专家们认为再一次的姑息
手术不能同时解决两个问题，无非是重复前几次手术。张先生的
治疗亟待专家制定非常规的治疗方案。
我市环湖医院副院长佟小光带领的颅底手术团队拥有丰富

的复杂颅底肿瘤及血管病变的治疗经验，疗效全国领先。内镜
颅底外科中心主任、耳鼻喉科专家刘钢教授带领的内镜颅底团
队贯彻神经外科、耳鼻喉科多学科深度融合，积累了内镜下处理
鼻颅底复杂病变的丰富经验。针对这名患者，佟小光及刘钢多
次组织多学科会诊，大胆决策，制定了“血管搭桥动脉瘤孤立+
开颅肿瘤切除+开颅及内镜下双侧视神经管全方位减压”的治
疗方案，并邀请处理视神经病变经验丰富的北京同仁医院神经
外科康军主任协同手术。诊疗团队将病情及治疗决策对张先生
及家属进行了充分的告知和风险提示，并履行了见证手续，患者
及家属对手术方案完全满意。
手术于本月13日进行，北京同仁医院神经外科康军主任、

天津医院手显微外科李瑞华主任和佟小光、刘钢等专家协同作
战。手术步骤繁多复杂，每一步都是高难度的顶尖手术，同时为
一例患者实施，在国内尚属首例，突显了多学科协作的强大综合
实力。手术历时16小时，各关键节点按步骤稳步推进，手术有
惊无险，顺利完成。术后看到患者回病房后清醒稳定的那一刻，
治疗团队终于松了一口气。 孟萌薛凯张晨

第二人民医院增设肝病专家下午门诊
我市第二人民医院日前增设肝病专家下午门诊，时间是每

天下午1点半至4点半。专家门诊出诊情况以医院预约平台公
布的信息为准，患者可提前通过金医宝、健康天津、天津市第二
人民医院微信公众号或电话预约就诊。

眼下正值荔枝
上市的季节，随着
荔枝热卖，医院急

诊的“荔枝病”患者开始增多。他们常常是
在食用荔枝后头晕、出汗、面色苍白，严重
的还发生了抽搐、休克。我市中医药研究
院附属医院ICU急诊科医师李琛说，“荔
枝病”实际上就是一种“低血糖症”，一些人
食用过多或者不恰当食用荔枝后就会发生
这种疾病。他建议市民尽量不要空腹吃荔
枝，最好饭后半小时再食用，而且一次不要
吃太多。除了荔枝外，龙眼、红毛丹等“无
患子科”的水果都可能引发“荔枝病”，也不
能贪吃。若吃荔枝后出现低血糖症状，应
及时补充糖分，严重者应及时就诊，以免耽
误病情。
李琛说，“荔枝病”的主要症状有消化道

不适，出现头晕，出汗，面色苍白，乏力，心慌，
口渴，饥饿感等，严重的会出现低血糖，甚至
还会因低血糖引发抽搐、休克等症状，还可
有发热、牙龈肿痛、鼻出血等表现。“荔枝病”
最大危害是可导致脑损伤，尤其是儿童。原

因是脑组织的能量供应主要来源于葡萄糖，出
现低血糖时，供给脑的能量减少，影响脑代谢，
进而出现严重的脑损伤，年龄越小则脑功能损
伤越明显。而且，荔枝病还是一种高胰岛素血
症和低血糖并存的疾病，脑损伤更为严重。

荔枝很甜，为什么还会出现低血糖症
状？李琛解释说，虽然荔枝吃起来是甜的，但
荔枝的“甜”主要是因为含有“果糖”而不是
“葡萄糖”。果糖的甜度虽然很高，但人体不
能直接利用，需要进一步转换成葡糖糖后才
能利用，而人们平时测的血糖是指血液里“葡
萄糖”含量。荔枝中含有丰富的果糖，食后使
人体血液中果糖含量显著升高，大量果糖转
化为葡萄糖后可刺激胰岛β细胞迅速释放大
量胰岛素，使肝脏调低血糖浓度，导致血液内
葡萄糖供应不足，引发低血糖反应。此外，荔
枝种子中含有次甘氨酸A和亚甲环丙基甘氨
酸（MCPG）这两种物质，可干扰机体生成葡
萄糖，使血糖下降。而且，多食荔枝还会影响
食欲，减少了其他食物摄入量，致体内贮糖减
少，而脂肪及蛋白质又未能及时分解填补缺
口，使血糖骤降而发病。 陆静 雷春香

“隔夜菜（水）不能吃（喝），致癌！”
现吃现做食物新鲜不剩叶菜

����|���
������	�}���
�����������������

��������������
!""��#�
��������������$"��	��%&��a$'��a$#��a$%��a$$��a$!��a#(%)%%"a

#(%)%%*a#(%)%%&a#(%)%$'a#(%)%$#a#(%)%#*
���
�+''#',%#%'''''! �	���''*'-''# ���'%%)**%!%&#$
�	���%'#'�"�#%� �����%'%#�"�#$�

��������������	�������	�������u���
������	�v����	���������
�����b �!"�

������������

��������������

�	��
���
����������������
�

�����������������&��	����������������������
���
���	������������	������������
���	�������	����	���
������
�b�
����
����������������������
������
�������������������b�	�
�����
��������������
����������
�������������������������������
������������	���
�����b���
�����������	�����	�������b

	���		�������������� ����������	�
��
����

��������������� EEEE�E�EE�

�	|���
�������
������}������
��!
��h|���������
���
��	��}�����x���!y�����
���
������������
�
��������������
	���	���������
���/����������	�����
����	����������
�	�����������
�	���������i�	��
��������

�F�������

��	�
���������
����
�����������

�������
h���
��
��	�������������
�
�������
�������
����i�������h���	
��i

��	�����������h
������	���������i
�	�����h���	���

��	h��h����h��h����

������h���h�������
���������	����
����
������
�����
��������	i

�F����������

��	����
��!��� ���
�
���������	�����
����������
����������

�!���
�
�������"
�������	��+�!�!��h
�������������
���������"�������
��
��i

��	���������
��������������
�
!!����i

����
�����
�h
������

��������|������
}��������������


���
�����������|��

����}�����
��������������

�����������������
�����������������
���������������

���������������
�	��h�	����
��	�i

�F������������

���
����������h
������		���
����
����������
h��
��
�����i

�
����
�������
�����������������
�
���	����������

���

�h�������������
�
���������

�h������������
�����

�h�������������
���

�h	�����������
���	�	�����

�h�����������
�
������������
�i

��������������
�����������������
��������������
|���	����}�����
�	��|���������
����}���i

�
�����
����
�
�������������
�h��h
��h�������
����
�
����
������������� 
������"����
������
������ ������"��i

	���
��������
������|�
��}i

�F���������

������������������
������� �!������������
������� �������������
�!���������h��������������
��������������
��  ������������	
���	������i

�F�����

��	��������� ����
������ ��!���"��������
��������������
�����������������
�������������i

��������
��
��
�
����
��������
������� ��!���"������
��������������  

�����������������i
���������������
������i

�F���������

������������
�
������������i

�F�����

��������������i
�F��

����������	��
��������������i

�F����

��	�����������
��	���	

	�����
	��������� �������
���������
	����
	������������!�!��
�
�����
	�����
	������������!�! �
���������������

EEEE�E�EE�

����������������

��F�FEEEEEEEEE�
����

����� �� ����	��
����������

/�������� ��	���������	���

��������������i
���������������

EEEE�E�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