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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养生 补“黑”为主

黑豆
黑豆的热量是谷类之冠，被称为“植物肉王”，它是异黄酮的最佳来源，可以缓解冬季
心脑血管的问题，改善心悸、盗汗、失眠，对肾脏也有一定的作用，是滋补身体的好食品，
我们可以做黑豆浆或用黑豆炖骨头汤。

黑芝麻
黑芝麻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VB1、VB2、VE、钙、铁、磷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可
以延缓衰老，黑芝麻的食用十分的方便，我们可以直接炒熟随身携带食用，也可以做黑芝
麻糊、黑芝麻粥。

黑米
黑米又名 " 长寿米 "，它含有 18 种氨基酸及硒、铁、锌等微量元素，还含有丰富的碳
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多种维生素，营养十分丰富，我们可以用它做糕点或煮粥食用。

黑木耳
黑木耳是我们常食用的菌类食物，它富含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胡萝卜素、钙、铁、磷
等维生素和矿物质，经常食用可以预防冬季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冠心
病、脑血栓、心肌梗塞）的发生，我们可以凉拌，也可以用它炒肉或煮火锅食用。
冬季进补在遵循补“黑”的原则的同时也要注意适度，不要盲目进补，避免伤及脾胃，
且在现今物质文明发达，代谢疾病日趋增多的今天，养生也要应时和个性化，健康是自己
（搜狐）
的，选择很重要，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健康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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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有“冬季进补，春季打虎”的谚语，冬季是饮食补养最好的季
节， 但应该如何补呢？ 中医认为对应五行的原则， 冬季养生应以补
“黑”为主，应多吃一些黑豆、黑芝麻、黑米、黑木耳、发菜等黑色的食
物，这些黑色食物富含蛋白质、脂肪、氨基酸、维生素以及人体所必需
的钙、铁、锌、硒等矿物质，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下面就为大家推荐
几种冬天后应该常吃的食物。

很多人认为玩手机是年轻人
的“最爱”，但随着智能手机在老
年群体中的普及， 不少老年人也
成了“手机控”。 老年人频频看手
机，相对年轻人而言，对眼睛、颈
腰椎的伤害更大，应引起重视。
老年“手机控”更易患眼病
老人频繁地看手机，容易引发的眼病
之一就是干眼症。 人的眼球表面有一层
泪膜，相当于眼球的润滑液，长时间睁着
眼睛，泪液蒸发过快，眼睛得不到润滑，就
会变“
干”。 建议大家看手机屏幕、电脑屏
幕时，隔 20 多分钟就休息一下。
此外，随着年龄增长，老花眼患者越
来越多，老年人原本就看近处困难，长时
间近距离盯着屏幕，睫状肌得不到休息调
整，从而加重眼睛负担，使眼睛极易疲劳，
同时可能会引起近视加深。 他提醒，用眼
45 分钟后要让眼睛休息一下， 可以闭上
眼睛、做眼保健操、向远处眺望等缓解视
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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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低头族”小心颈腰椎
老年人骨质疏松，颈椎腰椎退变，长
期埋头弯腰会对老年朋友的颈椎、腰椎等
产生不好的影响。
长时间低头看手机会加重颈椎病，导
致缺乏睡眠加重高血压病，长期静坐容易
血液黏稠，引发心脑血管疾病。 老年人玩
手机最好间隔 1 小时就放松一段时间，可
以做一做“米字操”，也可以抬头远望，让
颈部放松， 睡前尽量别刷朋友圈或抢红
（遵晚）
包，以提高睡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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