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芡实这样吃 健脾又祛湿

清 明 节 又

叫“踏青节”，在

仲春与暮春之

交。清明前后，

是养生的重要

时机。一起来

了解清明时节

的养生原则吧！

清明节前后是哮喘的高发期，这个时候

春暖花开，致敏花粉增多，而且风沙大，可吸

入颗粒物增多，引发哮喘。过敏性哮喘通常

表现为鼻痒、发作性喷嚏、咽痒、鼻塞等，患者

以反复发作的喘息、咳嗽、胸闷为特征，严重

的时候可能引起呼吸困难。

少去花粉多的地方，比如公园等地，如果

不能避免的时候尽量不要在中午和下午出

门，因为中午和下午是空气中花粉飘散浓度

最高的时候，去的时候最好戴上口罩。除了

预防哮喘，也要预防呼吸道感染。预防呼吸

道感染也是预防哮喘的重要环节，因为呼吸

道感染也能诱发哮喘，对于花粉过敏的人要

特别注意。

清明前后也是养肝的好机会，应多食枸杞、

大枣、豆制品、银耳、动物血等对肝脏有益的食物。

几类疾病要留心

1、防感冒：清明乍暖还寒，细菌、病毒容

易孳生，如果这个时候出门不注意保暖，很容

易引起感冒。

2、防过敏：清明节前后是花粉传播期，人

体吸收了在空中飘浮的花粉，就容易出现鼻

塞、流涕、打喷嚏、鼻腔以及全身发痒等过敏

疾病。外出时，在草丛、树林或潮湿、蚊虫多

的地方不要逗留太久，回到家后要应及时洗

脸、洗手。另外，中午日晒最强，花粉的释放

量最多，对花粉过敏的人最好不要外出。

3、防情绪病：由于清明前后天气忽冷忽

热、阴晴不定，因此精神疾病、皮肤过敏患者

明显增多，同样也成为抑郁、焦虑等精神疾患

的高发期。因此，养生专家提醒中老年朋友，

一定要保持乐观开朗的心态。

4、防腹泻：清明前后出现腹泻的几率也很

高，所以饮食上需要遵循抗病毒原则。踏青和

祭祀期间，应多喝水，另外要注意摄取充足的维

生素和无机盐，比如小白菜、油菜、胡萝卜等。

冬季气温低，人们活动较少，人体新陈代谢

慢，积累一些废物不能及时排出，进入清明时

节，人体阳气渐升，同时带动清气上行，养生就

是要学会清浊气。

那么在清明后，我们如何“清”出健康来呢？

◎清心气
清明节祭拜祖先时，很多人会睹物思人，产

生悲伤抑郁的情绪，这是人之常情。但是过度

地沉思在悲伤里，会导致情志抑郁，阻滞气机而

诱发或加重心脑血管等疾病。所以清明节祭拜

祖先结束后，要注意稳定情绪。清明是万物生

长的季节，心境要畅达，要通过户外散步、踏青

等活动，来清净心气，达到愉悦身心的目的。

◎清肺气
清明节气是流感等传染性疾病高发时期，

要坚持到室外、到公园、到河边走走，呼吸呼吸

新鲜空气，并适当运动，面对松树柏树做深呼

吸，给自己的肺脏换换气。肺是人体最大的过

滤器，整日待在封闭的屋里，呼吸屋里不通风的

空气，肺会吸进很多细小的“废物”沉积在肺脏，

会增加肺部感染的风险。外出呼吸新鲜空气时

要腹式呼吸加胸呼吸，具体方法：吸气时，先尽

力扩展胸廓将空气吸入，然后再进一步调动腹

部肌肉进行腹式呼吸，让空气从胸部、腹部送下

来，一直送到丹田里（肚脐下），然后再深深地由

鼻子全部呼出，反复循环呼吸。

◎清肝气
清明时节，每日一碗“明前茶”，具有利水祛

湿，活血化瘀的作用，明前茶是血管的清道夫，

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加快新陈代谢，能清肝利

胆。清明前采摘制成的茶叶为“明前茶”，主要

有西湖的龙井、黄山毛峰、洞庭碧螺春茶等品

种，冲泡明前茶时，要用温度80℃左右的水，温

度过高容易破坏茶叶的营养成分。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何万里

春瘟是指春季常见的具有传染性的

热性疾病，包括流感、猩红热、麻疹、风疹

等，特点是发病突然、热像偏盛、容易伤

阴、流传极快。清明时气候还不稳定，偶

尔会有寒潮，特别是北方地区，早晚温差

大，风大且干燥，容易影响呼吸系统的防

御功能。

为了防春瘟，我们的具体做法应为：注

意通风，尽量少去人多的地方；天气干燥时，

可以使用加湿器，或放一盆水；多吃水果，多

喝水，少吃煎炒油炸食物，少吃狗肉、虾等热

性食物；注意加减衣物。

起居养生
◎防春瘟

◎防哮喘

饮食养生

发物是指富于营养或有刺激的，特别容

易诱发某种疾病或者加重现在已经有的疾病

的食物。食用适量发物对大多数人来说并没

有不适，只是对特殊体质以及与其相关的某

些疾病才会诱发疾病。

这个时节本身支气管哮喘、皮肤病、冠心

病会有加重，再加上吃发物，会致使疾病进一

步恶化。慎食的发物有带鱼、黄鱼、蚌肉、虾、

螃蟹等水产品，公鸡肉、鸡头、猪头肉、鹅肉、

鸡翅、鸡爪、驴肉、牛肉、羊肉、狗肉等肉类。

◎慎食发物

◎多食养肝之品

调理养生

清明节气过后，往日的干

燥渐渐被潮湿所取代。渐盛的

湿气虽然会让我们的体感更加

舒适，但过盛的湿气也会引起

人体不适。《黄帝内经》中说“湿

气通于脾”，所以，这一时期要

加强对脾胃的养护，健脾祛

湿。最简单的健脾祛湿的办法

便是食疗。其中，服用芡实，是

一种较好的选择。

芡实又名“鸡头米”，药食同

源，为睡莲科植物芡的成熟种仁，

和莲藕、茭白、荸荠等8种植物并

称为“水八仙”。

由于芡实本来就长在水里，所

以，特别能“化水”，且它味道甘淡

可口，不碍脾胃运化，在使用时不

需要像薏米那样辨清寒热体质，更

为方便。

中医认为，芡实性平，味甘、

涩，具有固肾涩精、补脾止泻、利水

渗湿、补中益气、滋补强壮之功

效。在补肾方面，芡实主要适用于

小便频数、腰膝酸软、遗精早泄、小

儿遗尿、老人夜尿多等情况，可帮

助肾气固摄；在健脾胃方面，芡实

一来可以加强脾胃的消化能力，提

高脾胃功能，二来能缓解脾虚，调

理因此造成的小便不利、大便溏泄

等症。

而据现代药理研究表明，芡实

中含有碳水化合物、氨基酸，还有

丰富的矿物质、维生素以及甾醇

类、黄酮类化合物，这使得芡实具

有了抗氧化、抗疲劳、抗心肌缺血、

降血糖和抑菌等功效，尤其在延缓

衰老、改善学习方面作用更为突

出。故芡实可谓是“婴儿食之不

老，老人食之延年”的佳品。

芡实的用途广泛，可炒可蒸可煮，还可以打粉做糊或者做糕点。

受湿邪侵犯者，常见以下

几种症状，大家可自检：如果

身体出现以下症状，就要注意

祛湿了。

1看舌头：舌头胖大，两侧

有齿痕，舌苔厚腻。

2看大便：大便溏烂，黏滞

不爽，马桶难冲干净。

3看身材：一般来说，“肥

人多湿”。

4看精神状态：中医认为

“因于湿，首如裹”。病人会觉

得头脑昏沉，身体困重。仿佛

被厚衣包裹一般，整个人懒洋

洋的，不愿意活动。

5看皮疹形态：肿胀、糜

烂、渗出明显。

6看瘙痒部位：湿气重浊，

易侵犯人体下部。瘙痒多发

于阴囊、小腿、脚部。

春季除湿第一米

芡实怎么吃

材料：芡实粉、山药粉各

30g，核桃肉20g，红枣3枚。

做法：将核桃肉打碎，红枣

去核备用。芡实粉、山药粉加

水适量，打糊，置于火上边煮边

搅拌，再入核桃肉、红枣肉，煮

熟成糊状，调味即可食用。

功效：滋补脾肾，固涩精气，

强身健体。一般人均可食用，尤

适合体弱小儿及体虚老人。

芡实核桃糊

材料：排骨500克，莲子20

克，芡实30克，薏苡仁30克，陈

皮5克，姜1块。

做法：1、先把芡实、莲子、薏

苡仁放在清水里浸泡清洗，把排

骨剁成小块，水开之后，焯一下。

2、然后把排骨、芡实、莲

子、薏苡仁、陈皮和姜全倒进砂

锅里，用大火煮开。

3、煮开之后，改用小火炖

两个小时，最后加点盐以调味

即可食用。

功效：健脾益肾，醒脾行气

开胃。

芡实莲子薏苡仁汤

材料：芡实30g，鲫鱼1~2

条，豆腐300g、生姜数片、芫荽

一小把、精盐和油适量。

做法：芡实同样提前泡发，

豆腐切块，鲫鱼则去腮及内脏，

刮鳞洗净，用适量的盐先腌下；

热锅放油，先加入姜片爆香（可

去味），再放入鲫鱼煎至两面金

黄，加入适量水及倒入芡实，大

火煮开后转小火慢熬，熬至汤

呈奶白色，倒入豆腐，最后撒上

切段的芫荽，用盐调味即可。

鲫鱼有利水化湿的功效，

如果是脾胃偏于虚寒或寒湿较

重的，可多加些姜片或加入胡

椒。

芡实鲫鱼豆腐汤

荷塘芙蓉小炒

材料：新鲜芡实60克，荷兰

豆 120 克，胡萝卜 1 根，莲藕

120克，嫩荷叶尖3根，鲜荷花

瓣适量。油、盐、蒜蓉各适量

做法：先将新鲜芡实同上

述材料一起洗净。荷兰豆去

丝，切菱刀块；胡萝卜去皮，切

丁；莲藕去皮，切丁，泡水备用；

嫩荷叶尖切小段，焯水后备

用。坐锅，加入冷水，倒入莲

藕、胡萝卜，煮开后，加入荷兰

豆再煮30秒，捞出控水。锅中

倒入适量油，油温六成时下蒜

蓉，煸香，先下荷叶，稍翻炒后

倒入剩余食材，大火翻炒2分钟

左右出锅。荷花瓣沿盘边摆

放，食材盛入花瓣中央，色香味

俱佳。

功效：开胃生津、消暑清

心。适合于胃口不开、津亏口

渴、困倦身乏、燥热心烦的人群

食用。

芡实扁豆山药粥

材料：芡实15克，白扁豆

15克，山药15克，粳米150克，

红糖适量。

做法：芡实、白扁豆洗净，放

入水中浸泡2小时，山药去皮切

片。锅中倒入适量水，放入芡

实、白扁豆、山药、粳米共同煮成

粥。粥成加入红糖调味即可。

功效：健脾益气、补虚健

体。可作为体弱老年人、先天

不足小儿以及胃肠道手术者恢

复期的食疗调养。

芡实桂圆银耳羹

材料：芡实30克，桂圆肉

12 克，银耳半朵，枸杞子 6

粒。

做法：芡实浸泡1小时以

上，洗净备用。将银耳用冷水

泡发，去除黄蒂，撕碎。桂圆

肉、枸杞稍泡软，洗净备用。将

芡实、桂圆肉、银耳入锅，加水

适量，大火煮开后，转小火煮

1.5～2小时。关火前10分钟加

入适量冰糖。关火后撒入枸杞

子做点缀，焖一下即可。

功用：健脾养血、益阴生

津。适合于具有面色少华、口

干口渴、心烦失眠等津亏血虚

的人群食用。

芡实米糕

材料：芡实粉90克，糯米粉

60克，细砂糖30克。

做法：将糯米粉、芡实粉、

糖混合，加入适量水，搅拌均

匀，拌成粗粉状；在容器里垫层

油纸方便脱模，放入容器内，不

要压实，

铺沙子一样铺上一层一

层；容器包好保鲜膜防止锅盖

水滴落，冷水上锅蒸20分钟，放

凉切片。

功用：益肾固精、补益脾

肾。适用于脾肾不足、尿频、便

软、带下的人群食用。

什么情况下要祛湿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何万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