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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由淳安县科学技术协会协办

虾皮常用来做汤配菜。每

100克虾皮含钙991毫克，在食物

中算是含钙量较高的了。但自身

也存在几种不利于补钙的因素，最

终导致虾皮并不能成为补钙明星。

首先，虾皮的食用量不宜

高。虾皮中虽然含钙高，但含盐

量也高。每一百克虾皮中的含

钠量有5000多毫克，远超过成人

每日用盐量的推荐，从这一点看，

虾皮不能多吃。而且虾皮中含

有微量的亚硝酸盐，也不适宜长

期大量食用。其次，虾皮中的钙

并不好吸收。最后，补钙不能只

看含钙量，促进钙吸收的因素也

很关键。食物中的维生素D、乳

糖、适量的蛋白质都是促进钙吸

收的有效因素，但这些虾皮中都

不具备。

方抵敌 辑

吃虾皮补钙不靠谱

想要少长皱纹吗？美国研究

人员建议不妨试试少吃点。研究

人员观察了两组小鼠，限制热量摄

入的小鼠更有活力、更少生病。研

究揭示了控制热量摄入与长寿间

的联系，少吃可以让参与蛋白质合

成的核糖体减缓活动，在降低蛋白

质产量的同时为核糖体羸得自我

修复的时间，这样机体自然衰老过

程跟着会延缓些许，如皱纹少长、

晚长些，晚生白发等。

方抵敌 辑

少吃或能延缓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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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周雅婷
···

通讯员
···

张凤娟
···

“昔日的养蜂塆，如今的运动

场”，走进景秀花园新建运动场

地，放眼望去，会看到不少市民群

众在运动、健身。每到周末，公园

里、篮球场内更是人满为患，来这

里健身娱乐的居民特别多。

近日，记者来到运动场，随处

可见穿着运动装的居民、学生在

打球；篮球场外，老年人悠闲地绕

着圈圈；廊亭内悠扬的琴声和戏

曲声，乐坏了爷爷奶奶们；健身器

材已件件有主，好一派热闹的场

景！

“有这么大的室外篮球场地，

以前想都不敢想，我们一直梦想

着有一处健身场所，现在终于圆

了这个梦，也填补了偌大个景秀

花园小区缺少活动场所的空白。”

说起这些体育设施、运动场地，附

近居民感到非常满意。

西园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原来这里是一片树林，靠路边

有一块空地，每当夏天最炎热的

时候，这里特别凉爽，来这里乘

凉、走路锻练的人也很多。考虑

到市民健身的需求及千岛湖室外

运动场地设施的紧缺，去年县委

县政府投资建成了集休闲、健身、

篮球运动于一体的千岛湖室外运

动公园，运动场占地面积8930平

方米，中心有篮球场4个，约占地

1800平方米，体育健身器材10

副，凉亭长廊2处，停车位19个，

还有小广场以及健身绿道。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董大伯每天早、晚都要来这里走

一次，每天要走1万多步，漫步在

健身公园，幸福感油然而生。

现如今，这块场地已名声在

外，千岛湖的居民有的开轿车来

体验、有的骑车来健身，在这里既

能运动健身，又能享受文化生活，

不失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昔日养蜂塆 如今运动场
健身公园赢得百姓好口碑

记者
··

周雅婷
···

通讯员
···

方红玫
···

“过个冬天，长了十斤肉肉，

瞬间觉得生无可恋”“别人假期都

是健身、旅行，而我只赚到了

肉”……近日，许多爱美的小伙伴

都在抱怨，身上的肥肉肉好像又多

了，急需一份健康的“刮油甩肉”大

礼包。贴心如我，马上为您推荐食

物家族中最能消脂减肥的佼佼者：

1、山楂：
可治肉积，降血脂。用于假

日荤菜油腻摄入过多，清理油脂

那是相当合适的。

提醒：胃酸多的人不宜食用。

2、绞股蓝：
草中贵族，被称为“南方人

参”，可以降三高，消除脂肪肝，减

肥胖，促睡眠，调节人体机能。

提醒：本品性凉，肠胃不好或

体寒人群最好不要服用。

3、荷叶：
可降血脂，临床上常用于肥

胖症的治疗。

荷叶减肥原理：服用后在人

体肠壁上形成一层脂肪隔离膜，

有效阻止脂肪的吸收，从根本上

减重，并更有效的控制反弹。

以上的减肥单品，可以对照

自己的体质选择泡水饮，简单方

便。不怕麻烦的小伙伴可以选择

下面的复方煎煮：

1、健脾减肥茶
原料：陈皮 10 克，荷叶 15

克，炒山楂、生麦芽各3克。

制作方法：将上述原料与

500毫升的沸水一起放入锅中，

用小火煎煮20分钟即成。

功效：强健脾脏、降脂减肥。

2、山楂荷叶消脂茶
原料：山楂15克，荷叶12克。

制作方法：将上述原料与

500毫升的沸水一起放入锅中，

煮沸5分钟即成。

功效：降低血脂，防治高血压

和肥胖症。

3、冬瓜茶
原料：连皮冬瓜一小块，罗汉

果半颗。

制作方法：将冬瓜洗净去籽

后，与500毫升沸水一起放入锅

中，炖煮至冬瓜软烂时，放入罗汉

果，再炖煮两分钟即成。

功效：此茶具有清血、瘦身、

利尿、消肿、美腿、化痰、润肺、明

嗓的功效。

这么多方法，总有一款适合

你，赶紧配合着适量的运动和均

衡健康的饮食，这个春天，让我们

一起美美哒！

春光明媚，爱美的小伙伴是不是急需一份

刮油甩肉“大礼包”

余书旗
···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黑木耳不

能浸泡太久，否则食用后会中毒，

这不是危言耸听，而真的是这样。

我有一朋友，退休前是医生，

退休后开了一间私人诊所。朋友

是位勤快之人，家里家外都是一

把好手。一天，我们聊起了怎样

烧菜的话题：小炒猪腰怎样炒鲜

嫩润滑、小炒冬笋怎样做到不涩

不麻、干黑木耳浸泡后的凉拌与

热炒的配料等等。说到这里，朋

友想起前几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

一件事：农历年底的一天饭后，全

家人突然先后发病，大人腹泻，小

孩又吐又泻。见此症状，当医生

的朋友初步判定，应该是食物中

毒！可令他不解的是，饭是在自

己家里吃的，而且是自己亲手烹

饪的，不可能啊！为慎重起见，还

是把之前所吃的食物作逐一排

查。

黑木耳！对，只有黑木耳！

当即问其爱人黑木耳是什么时侯

浸泡的？回答说已一个星期了，

忘记告诉他了。

黑木耳作为菜肴，凉拌熟食

均可，老少皆宜。我国医学历来

认为黑木耳有滋润强壮，清肺益

气，补血活血，镇静止痛等功效。

是中医用来治疗腰腿疼痛，手足

抽筋麻木，痔疮出血和产后虚弱

等病症常用的配方药物。近年又

有报道，黑木耳能减低血液凝块，

缓和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对预防

和治疗冠心病有特殊的效果。

这么好的食品为什么会有毒

素呢？木耳本身无毒，但是长时

间浸泡会变质产生生物毒素，或

滋生细菌、真菌等致病微生物，其

症状就跟误食蘑菇中毒一样，都

是呕吐、腹泻、然后脏器衰竭。

噢！原来是这样，凡事都具

有两面性。通过对这件事真相的

了解，让我们更加认识到注意食品

卫生是一件时刻要注意的大事！

黑木耳老少皆宜
但不能浸泡太久哦

练习用脚后跟走路，能刺激

“肾穴”，有助于延年益寿。具体方

法：身体要自然直立，头要端正，下

巴内收，双目平视；上半身略微向

前倾，臀部微跷，两脚夹角90度外

展。脚尖跷起脚后跟着地，直膝，

依次左右脚向前迈进，或依次左右

脚向后倒走，两臂自由随之摆动，

呼吸要自然。

方抵敌 辑

脚后跟走路可补肾

记者
··

程贤高
···

通讯员
···

方德芳
···

春暖花开、气温回升，街头文

艺角又开始活跃起来。

3月8日，在丁字街口的睦剧

角，“丁字街剧团”团长余培友中

午就忙着布置舞台和灯光。到了

傍晚，演员和“后台”成员们陆续

到位，指导老师陈容姣现场指

导。而戏迷们则在晚饭后陆续赶

来。《南山种麦》《下南京》《拾玉

镯》等戏份，戏迷们都耳熟能详，

看得津津有味。有场地演、有地

方听，睦剧角边荡漾着浓浓的文

化气息。

丁字街头
睦剧角

淳风淳味

周雅婷
···

整理
··

烹调方法：煸炒

原料：精猪肉100克；

辅料：香干50克，青红椒各

8克；食用油、酱油、糖、料酒、味

精各少许。

制作过程：
1、将猪肉、香干、青红椒切

成均匀的丝；

2、锅置重火烧热用油滑

锅，加入油烧至六成热时，倒入

肉丝煸散，倒入料酒，继续煸炒

至肉丝八成熟时，倒入香干丝加

入酱油，糖及水适量，边炒边翻

动炒锅，炒至汤汁将干时加入青

红椒、味精翻炒均匀即可。

操作要点：
肉丝香干粗细要一致，长短

相近；

煸炒时火候不宜太旺，香干

加入后翻动要轻，防止香干断

碎；

收汁应收干，不能勾芡。

特点特色：色泽明亮，口感

清香有回味。

香干肉丝

淳安县中医院（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淳安分院）

3月24日—3月26日专家门诊一览表

外聘专家
3月24日（周五）坐诊专家：

眼 科

消化内科

耳鼻喉科

妇 科

中医内科

中西医结合肿瘤
科

骨伤科

康复科

3月25日（周六）坐诊专家：

泌尿外科

神经内科

3月26日（周日）坐诊专家：

骨伤科

肛肠科

如遇小调整，以当日坐诊专家为准，
咨询电话：0571- 64818886。

（关注微信公众号：淳安县中医院，
了解专家最新坐诊信息）

杭州市一医院钱晓娃主任医师

杭州市一医院张筱凤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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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一医院童燕龄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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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杭州医院张杰副主任医师

武警杭州医院毛雅君副主任医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沈月洪主任
医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宋水江主任
医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凌志恒主任
医师

杭州市三医院丁菁主任医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