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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是因为热毒所造成的， 所以应该多吃一
些清热散毒的食物， 有拉肚子问题的人如
果吃枸杞， 那么也会让拉肚子情况变得更
加严重。 以及脾胃虚弱的人脾胃虚弱的人
不适合吃枸杞，容易引起消化不良，食欲下
降。
4、高血压患者。 枸杞虽然是一款非常
不错的滋补食品， 对于身体抵抗能力比较
差或者免疫功能很弱， 身体比较虚弱的人
群来说是比较适合的， 但是对于患有高血
压的人， 性格比较急躁的人群来说就不适
合，会让身体需要承受的负担更加严重，所
以尽量不要吃。
专家表示， 对于这些副作用并不是说
所有人都会出现， 而只是对特定的人群才
会有的，因此，只要大家对自己的身体情况
有所认识，并且有选择性地食用，就不会有
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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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提醒
如何正确食用枸杞
说到枸杞，大家都并不陌生。在各种各样的菜肴上都时常能看到它
的身影，然而，人们的认识或许只是停留于它可以滋阴补肾，营养丰富
人人都可食用。 其实不然，枸杞虽说有着不错的养生功效，但如果食用
不当它也可能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对此记者采访了医科专家，他为大家
讲解了枸杞的功效，食用枸杞的禁忌以及怎样合理健康地食用枸杞。

枸杞并非人人适宜
这 4 类人要注意
枸杞为滋补养生食物
营养丰富四季皆可食用
枸杞作为一种滋补养生的食物，一年
四季都可食用。 枸杞性味甘平，它既能够
更好的滋补肝肾、益精明目和养血、还能
增强人体免疫力。 枸杞里面含有丰富的胡
萝卜素和多种维生素，它们能够更好的预
防心脏病和癌症。
同时，枸杞最实用的功效就是抗疲劳
和提高免疫力，还具有保肝、降血糖、软化
血管、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水
平，对脂肪肝和糖尿病患者也具有一定的
疗效。
此外，枸杞子尤其擅长明目，所以还俗
称
“
明眼子”。 著名方剂杞菊地黄丸，就以枸
杞子为主要药物。 民间也习惯用枸杞子治疗
慢性眼病， 枸杞蒸蛋就是简便有效的食疗
方。 因此枸杞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

星
期

枸杞对人体健康有益，但也有一定的
食用禁忌，并不是人人都可以食用，以下 4
类人应该尽量少吃或不吃枸杞：
1、体内有湿热及痰湿中阻的人。 枸杞
有温热身体的功效，所以体内有湿热及痰
湿中阻的人吃了反而会加重病情。 高血
压、性情急躁爱发脾气、平日里大量吃肉
而满面红光的人，以及感冒发烧、身体有
炎症、腹泻的人都属于体内有湿热及痰湿
中阻的人。
2、感冒发烧的人。 枸杞是一种热性的
食物，它具有很强的温热效果，所以感冒
的时候不宜吃枸杞，如果自己患有高血压
或者是心情太过急躁， 最好不要多吃枸
杞，这样很容易让自己身体中有太大的火
气。
3、腹泻的人。 枸杞属于温热性药材，
所以有炎症问题的人如果吃枸杞只会让
炎症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一般身体出现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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枸杞的叶子可用来泡‘枸杞茶’来喝，
红色果实‘枸杞子’可用于做菜或者泡茶，
枸杞根又称为‘地骨皮’，它一般当作药材
使用。枸杞子是常用的营养滋补佳品，同时
作为药食两用的进补佳品， 有多种食用方
法。
那么枸杞怎么吃才有效？专家介绍说，
枸杞的最佳吃法是生吃， 就是将枸杞洗干
净后放在嘴里干嚼， 使其中的有效成分吸
收得更加充分。需要注意的是，枸杞并不适
宜长时间地清洗， 如果长时间洗的话就会
让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流失， 在温水里稍洗
一下便可以了。
其次，比较常见的是熬汤做菜时使用，
但在做菜的时候加入枸杞子要注意它的烹
调方法。烹饪枸杞的时间不能太长，应该在
炒菜或者煲汤收尾的时候放入枸杞， 这样
就可以防止大量营养成分流失，因此，枸杞
更适合泡茶或者做凉菜的辅料来食用。
此外， 枸杞还有一个广泛用途就是泡
茶，可以起到一定的养生效果，但要注意的
是， 枸杞泡茶不宜与绿茶搭配， 适合与贡
菊、金银花、胖大海和冰糖一起泡，用眼过
度的电脑族尤其适合。
虽然枸杞具有很好的滋补和治疗作
用，但也不能过量食用。用枸杞保健需要常
期少量吃，不可一次大量食用，一般来说，
健康的成年人每天吃 20 克左右的枸杞比
较合适，如果想起到治疗的效果，每天最好
吃 30 克左右。
（西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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