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涨知识

葡萄糖是自然界分布最广尧且最为
重要的一种单糖袁也是我们人体新陈代
谢不可缺少的营养物质袁我们中枢神经
系统几乎全部依赖血液中葡萄糖作为
能源遥 因为葡萄糖补充能量强力而快
速袁所以在医院的营养注射液和运动员
饮品中袁我们常常能见到它的身影遥

很多人好奇袁葡萄糖和葡萄到底啥
关系呢钥早在 1747年袁德国化学家马格
拉夫从葡萄干中分离出含有这种甜甜
物质的混合物遥又过了将近 70年袁四位
法国化学家分离出这种甜甜物质的单
体袁从而正式命名为葡萄糖遥再后来袁科

学家发现葡萄糖其
实在很多甜味水果
中都含有袁 例如西
瓜尧香蕉尧梨尧苹果尧
桂圆尧红枣等袁甚至
在血液中都有袁但根
据来源命名法的惯
例袁就一直叫葡萄糖
了遥葡萄中的糖类物
质只有葡萄糖吗钥也
不是遥葡萄糖只是葡
萄中众多糖类物质
中的一种遥葡萄中还

含有果糖尧半乳糖尧甘露糖尧麦芽糖尧水
苏糖尧棉子糖尧蜜二糖尧淀粉尧果胶尧活性
多糖等遥

在现代化工艺技术的支持下袁葡萄
糖的生产早已不是分离提取法了袁现在
最常用的方法是双酶法和酸酶法袁其中
又以双酶法最为常用遥双酶法是以玉米
淀粉为生产原料袁 用 琢淀粉酶将淀粉
乳液化袁 然后加糖化酶制取葡萄糖袁最
后经过精炼纯化获得葡萄糖遥

总而言之袁葡萄和葡萄糖的关系就
是 野有过一段缘袁 但并不是彼此的唯
一冶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葡萄和葡萄糖啥关系

营养保健

主要功效院 促进食欲袁清
理肠胃遥

推荐人群院春节期间进食
不规律导致腹胀尧胃纳不佳的
人遥

材料院猪肉 250 克渊带少
量肥肉冤尧嫩奶白菜 600克尧红
萝卜半个尧椰青 2 个尧生姜 1
小块渊3~4人量冤遥

烹调方法院奶白菜摘去老
叶洗净尧沥干水后备用曰猪肉
绞成肉馅曰生姜尧胡萝卜切细
碎后放入肉馅中袁加入少量料
酒尧盐尧酱油和胡椒粉调味后
顺时针方向搅拌均匀袁捏成小

肉丸备用曰打开椰青后将椰汁
倒入锅中袁 加入 600 毫升清
水袁煮沸后放入肉丸大火烧开
后转中火煮 5分钟袁加入奶白
菜煮沸后加盐调味即可遥

汤品点评院 白菜谐音为
野百财冶袁有聚财尧招财尧百财到
来的含义遥 因此袁春节时吃白
菜是对新的一年的美好祝愿遥

椰青中的透明椰汁清润
可口袁生津解热遥 红萝卜肉丸
则主要取其提鲜增色的效果袁
所以不用放太多遥

大鱼大肉吃多了肠胃容
易不适袁蔬菜往往变成最受欢

迎的菜肴袁这时候来一道以蔬
菜为主的甜润汤水袁不仅开胃
解腻袁还能增加膳食纤维的摄
入袁促进胃肠蠕动袁从而起到
清理尧养护肠胃的作用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胃口不好，喝点椰青奶白菜肉丸汤

初秋时节袁 燥热渐盛袁容
易伤及肺阴袁肺燥下移袁还易
致肠燥遥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药基
础理论分会首届副主任委员尧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内科蓝森麟教授建议袁从季
节养生角度看袁 这个时节袁养

生之道在于养阴防燥袁以润肺
解燥热为宜遥

以下这道以火龙果为主袁
配以鲜百合尧银耳煲出来的鲜
甜汤水袁就很适合初秋燥热时
节一般人群食用袁大家不妨一
试要要要

材料院银耳 30克袁火龙果
2只渊约 500克冤袁鲜百合 2只
渊约 120克冤袁猪排骨 500克遥

做法院先将银耳用清水泡
发后袁去除硬梗袁洗净袁拆散曰
火龙果洗净袁剥皮袁切厚块曰鲜
百合拆瓣袁洗净遥猪排骨洗净袁
斩成小段袁 放进沸水中稍焯袁

捞出冲洗干净血沫袁置于砂锅
内袁加入清水 2000毫升尧白酒
少许袁用武火煮沸后改用文火
熬 1 小时袁然后袁加入备好的
银耳尧火龙果尧百合袁继续煮
30分钟袁精盐调味袁即可遥

功用院 这道汤味道鲜甜袁
汤性清凉滋润袁有良好的益气
养血尧滋阴生津尧润肺养胃尧润
肠通便等作用袁适宜于初秋燥
热时节一般人群食用渊脾胃虚
寒者慎服冤袁 也可用于肺胃气
阴不足或燥热耗伤气阴所致
诸症的辅助治疗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火龙果煲汤清润可口 初秋食用有助解燥热

心理咨询

关于如何获得幸福感袁并
没有一套严格的规则遥 但越来
越多的研究表明袁世界上确实
有些东西能让我们更快乐遥 最
近袁新西兰健康网野stuff冶总结
30年来多个国家的幸福学研
究袁 得出一个人如果想要幸
福袁需要五个要素遥

1.财富遥简单来说袁有钱能
提升幸福感袁 减轻压力水平遥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袁财富
能给人带来基本的安全感和
舒适感曰有钱能消除没钱时所
面临的各种压力曰钱还能带来
多种选择袁给人自由曰最重要
的是袁它能野买冶时间袁如付钱
给清洁工袁这样你就有时间做
自己喜欢的事情遥 当然袁金钱
和幸福感并不是直线相关的袁
即当过了一个临界点袁更多的
钱换不来更多的幸福袁所以生

活质量已经很优越的人袁应该
从别的领域找幸福而不是继
续追逐财富遥

2.亲朋好友遥 没有人能在
与世隔绝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袁
远离人群很难幸福遥 哈佛大学
的研究者曾对 268 名哈佛毕
业生进行长期追踪调查袁发现
温暖尧亲密的人际关系是过上
美好生活很重要的因素遥 许多
国际上的研究也表明院一个人
社会关系的深度以及他们在
遇到困难时有人相助袁对幸福
而言至关重要遥

3.健康遥研究表明袁健康是
幸福最有力的预测指标之一袁
因为健康状况可以决定生活
质量遥 如果你经常生病袁肯定
高兴不起来遥 现有的证据支持
这样的观点袁那些身体健康的
人患抑郁症的风险较低袁情绪
更积极遥 叶幸福研究杂志曳对运
动和幸福之间的联系进行了
大量的文献研究袁得出的结论

是院所有的观察性研究都报告
了体育活动与幸福之间的正
相关关系遥 哪怕每周运动 10
分钟或每周锻炼一天都能增
加幸福感遥

4.自由遥联合国发布的叶世
界幸福报告曳指出袁实现你作
为一个人的权利和允许做出
选择袁可以让人感到快乐遥 这
包括诸多领域袁如言论尧经济
和政治自由遥

5.慷慨遥事实证明袁慷慨对
增强个人幸福感有很大贡献遥
野付出冶比起野得到冶袁能让人获
得更深刻的满足感尧愉悦感甚
至自豪感遥 一些研究发现袁人
们把钱花在别人身上比花在
自己身上更快乐袁这种幸福促
使他们变得慷慨遥 慷慨也与在
工作中感到幸福有关袁同事间
的互相帮忙袁 能减少职业倦
怠曰在其他人际中袁慷慨也会
带来更多满足感袁让关系维系
更长久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幸福离不开五样东西

热点资讯

近日袁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印发了叶关
于公布第一批全国儿童血液病定点医院和恶性肿
瘤渊实体肿瘤冤诊疗协作组的通知曳遥 100多家医院
成为第一批全国儿童血液病定点医院袁同时袁成立
70多个儿童恶性肿瘤渊实体肿瘤冤诊疗协作组遥

叶通知曳提出袁组建专家组尧完善医疗质量控制
管理制度袁加强对定点医院尧诊疗协作组的质量控
制尧评价与管理袁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袁确保定点医
院尧诊疗协作组能力水平满足诊疗需求遥同时袁诊疗
协作组要明确组内牵头单位和成员单位职责袁完善
协作制度流程袁为恶性肿瘤渊实体肿瘤冤患儿提供全
周期尧连续性诊疗服务遥

同期袁还发布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尧小儿外科资
深特级专家尧北京儿童医院张金哲教授总结出的一
套儿童肿瘤洗澡自查方法曰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尧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肿瘤外科主任医师
王焕民袁血液肿瘤中心主任医师马晓莉受邀就儿童
肿瘤相关知识进行了解答遥

另袁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公布了叶关于成立
国家卫生健康委儿童血液病尧恶性肿瘤专家委员会
的通知曳遥新成立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儿童血液病尧恶
性肿瘤专家委员会将在国家卫生健康委领导下袁组
织制修订儿童血液病尧恶性肿瘤诊疗规范尧临床路
径等技术规范曰开展相关培训和技术指导袁实施儿
童血液病尧恶性肿瘤医疗质量控制尧评价和考核曰对
儿童血液病尧 恶性肿瘤病例登记信息进行技术分
析袁提出诊疗管理政策专家意见曰开展相关诊疗技
术研究和新药应用尧新技术评估袁促进临床转化应
用等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首批儿童血液病定点医院公布

8月 30日袁国家医保局发布信息指出袁全国跨
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工作稳步推进袁
跨省异地就医定点医疗机构数量和备案人数持续
增长曰截至今年 7 月底袁跨省异地就医定点医疗机
构数量为 21598家遥

信息显示袁截至今年 7 月底袁国家平台备案人
数为 450万遥 今年 7月袁跨省异地就医定点医疗机
构数量新增 2636家曰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覆盖范围
持续扩大袁二级及以下定点医疗机构新增 2594家遥
当月袁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24.9万人次袁环比上
升 19.0%曰 涉及医疗费用 60.8 亿元袁 环比上升
19.4%曰基金支付 35.8 亿元袁环比上升 19.6%袁基金
支付比例达 58.8%曰日均直接结算 8043人次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跨省就医定点机构突破两万

新学年开始袁国家卫健委提出袁确保 2019年起
0 至 6 岁儿童每年眼保健和视力检查覆盖率达
90豫以上袁并逐步建立电子档案袁随儿童青少年入
学实时转移尧动态管理遥

去年 10月至 12月袁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多部
门开展了 2018 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工作袁
共覆盖全国 1033所幼儿园和 3810所中小学校袁总
筛查人数 111.74万人遥 结果显示袁全国儿童青少年
总体近视率为 53.6%袁6岁儿童近视率为 14.5%袁小
学生近视率为 36%袁初中生近视率为 76.1%袁高中
生近视率为 81%遥 其中袁低年龄段近视问题尤为突
出遥

今年 7月国务院印发的叶健康中国行动(2019-
2030年)曳中袁强调我国学生近视防控的目标袁即院全
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力争每年降低 0.5 个百
分点以上袁新发近视率明显下降曰小学生近视率下
降到 38%以下袁并要求动员家庭尧学校和社会共同
维护中小学生身心健康遥

国家卫健委提出推动 0 至 6 岁儿童眼保健和
视力检查工作袁 确保 2019年起 0至 6岁儿童每年
眼保健和视力检查覆盖率达 90豫以上遥为强化近视
筛查和早期发现袁 国家卫健委还将启动实施 2019
年学生近视和健康影响因素专项监测遥将以高发地
区和低年龄段学生为重点袁 以增加日间户外活动尧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尧合理安排学业任务等为主要措
施袁指导学校和家长对学生实施有针对性的近视综
合干预遥同时袁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近视医疗服务袁提
高近视诊治以及规范配镜和后期随访诊疗能力遥严
厉打击虚假宣传袁规范近视防治市场行为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学生眼部健康将有电子档案

美国哈佛大学的一项新研究表明袁吃辛辣菜肴可以减少癌症尧缺血性心脏病尧呼吸系统疾病造成
的早亡风险袁若吃一些生辣椒袁患域型糖尿病概率也会下降遥研究人员表示袁生辣椒比干辣椒营养更丰
富袁爱吃辣的人们不妨多吃些生辣椒袁不仅可以预防糖尿病袁还能减少患多种生活方式病的可能遥

健康常识

中药汤剂是中医临床用于防治疾
病的重要手段遥汤剂的疗效除了与药物
的质量好坏袁是否对证及煎煮方法是否
得当有关袁服用方法对疗效也有很大的
影响遥清代著名医学家徐灵胎曾说院野病
之愈不愈袁不但方必中病袁方虽中病而
服之不得其法袁 则非特无功袁 反而有
害遥 冶只有按照正确的方法服用中药汤
剂袁 才能保证充分发挥其独特作用袁从
而有效地预防和治疗疾病遥

中药煎成汤剂后一般味道甚苦袁常
令人难以下咽遥 为了掩盖汤剂的苦味袁
有些人尤其是小孩子会在服用中药汤
剂时加点糖袁使汤剂变甜袁从而易于服
用遥 其实袁中药汤剂加糖服并不科学遥

中药有寒尧热尧温尧凉四气和辛尧甘尧
酸尧苦尧咸五味之说遥 中药的苦味有发
汗尧退热尧健胃尧助消化尧镇痛等作用遥中
药煎成汤剂袁绝大多数带有苦味袁这种
苦味与药物结合能起到协调治疗疾病
的作用遥 有些健胃尧助消化的中药就是

利用其苦味来刺激味觉袁引起消化腺分
泌增多袁从而增进食欲而产生的健胃等
作用遥 如果服用汤剂时加糖袁这种作用
就不复存在袁也就失去了健胃尧助消化
的功效遥 有些治疗胃炎尧消化道溃疡的
中药是通过抑制胃酸分泌来起作用袁加
糖反而会刺激胃酸分泌增多袁既影响药
物的疗效袁还会使病情加重袁如胃炎尧十
二指肠炎患者摄入糖后会出现烧心等
不适遥

中药汤剂的化学成分一般都较为
复杂袁而糖中含有一定的铁尧钙离子和
其他物质袁如果与汤药同服袁这些离子
就会与中药里的蛋白质和鞣质等成分
结合袁可能产生化学反应袁使汤剂中的
一些有效成分凝固变性袁出现沉淀或混
浊而不易被吸收利用袁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着药效遥 此外袁有些特殊疾病的患者
本身就不能服用糖袁如糖尿病等遥

渊源自光明网冤

中药汤剂不宜加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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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7日袁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召开专题新
闻发布会袁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党委书记尧主任李长
宁介绍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报告渊2018年冤有关
情况遥 监测结果显示袁2018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水
平为 17.06%袁比 2017 年增长 2.88 个百分点袁继续
呈现稳步提升态势袁也是开展监测以来增长幅度最
大的一年遥 基本知识和理念素养水平提升幅度最
大遥

健康素养促进是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内容遥
野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冶已经成为叶野健康中国 2030冶
规划纲要曳和叶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曳的重
要指标遥

据介绍袁2018年健康素养监测在全国 31个省
渊自治区尧直辖市冤336 个县区级监测点开展袁监测
方法和工具与 2017年相同遥监测内容以叶中国公民

健康素养要要要基本知识与技能曳为依据袁包括基本
健康知识和理念尧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尧基本技能
三个方面遥 监测对象为 15耀69岁常住人口袁共得到
有效调查问卷 70615份遥

监测结果显示袁从城乡分布来看袁城市居民健
康素养水平达到 22.44%袁农村水平为 13.72%袁城市
略高于农村袁 但农村的素养水平提升速度高于城
市遥

从地区分布来看袁东部地区为 22.07%袁中部地
区为 13.51%袁西部地区为 13.23%遥 其中袁东部地区
增长了 3.36个百分点袁 中部地区增长了 1.96个百
分点袁西部地区增长了 3.35个百分点袁西部提升速
度高于东部和中部遥

知识尧行为尧技能三方面素养均有提升袁基本知
识和理念素养水平提升幅度最大遥 2018年基本知
识和理念素养达到 30.52%袁比 2017年提升 4.70个
百分点曰 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水平为 17.04%袁
较 2017年提升 2.74个百分点曰 基本技能素养水平
为 18.68%袁较 2017年提升 2.30个百分点遥

安全与急救素养尧科学健康观素养尧健康信息

素养尧慢性病防治素养尧基本医疗素养尧传染病防治
素养 6类健康问题素养均有不同程度提升袁健康信
息素养尧慢性病防治素养提升幅度较大遥

对于健康素养水平稳步提升的主要因素袁李长
宁分析认为院野各地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尧国务院决策部署袁积极推动健康中国建设袁坚持
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袁社会各界积极支持参
与卫生与健康工作袁广大媒体不断加大健康知识宣
传力度袁人民群众的健康意识不断增强遥 2018年袁
我们按照党中央尧国务院部署深入开展健康扶贫工
作袁 落实贫困地区健康促进三年攻坚行动要求袁有
力促进了贫困地区健康素养水平提升遥通过监测我
们也发现袁健康素养水平在城乡尧地区尧人群间的分
布不均衡依然存在袁农村居民尧中西部地区居民尧老
年人群等的健康素养水平相对仍较低遥 冶

野下一步袁结合落实文件要求袁充分发挥政府尧
社会尧家庭和个人的健康责任袁针对重点地区尧重点
人群尧重点问题袁加大工作力度袁有效提升居民健康
素养水平遥 冶李长宁表示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2018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升至 17.06%
聚 焦

游泳既能清凉解暑袁 又能锻炼身
体袁 但是游泳时耳朵进水该怎么办呢钥
此时袁 人们都非常迫切地想把水排出
来袁甚至用不干净的耳挖勺尧夹子尧小钥
匙等掏耳朵袁这样虽然可侥幸将水屏障
破坏袁使水流出袁但也容易对耳道造成
损伤遥 如果游泳的水域不洁净袁受伤的
耳道壁会因此发生感染袁 出现外耳道
炎尧外耳道疖肿尧鼓膜炎等遥如果本身存
在鼓膜穿孔袁还有引起化脓性中耳炎的
危险遥

那么袁外耳道进水后该如何及时排
出呢钥

单足跳跃法院 进水的一侧耳向下袁
拉住耳廓袁同侧脚落地袁另一侧抬起袁连
续跳跃几次袁借重力作用使水向下从外
耳道流出遥

活动外耳道法院连续用手掌压迫耳
屏或者用手指牵拉耳廓袁或反复地做张
口动作袁活动颞颌关节袁均可使外耳道
不断上下左右活动袁进而使水从耳道流
出遥

外耳道清理法院用干净的细棉签或
将洁净的纸巾捻成细纸卷轻轻探入外
耳道袁 一旦接触到水屏障即可把水吸
出遥

当然袁因为脑部和耳部之间有多重
屏障袁一般情况下耳道进水不会进入脑
部袁无需过度焦虑而急于处理遥 但如果
使用上述方法均不能将耳道里的水去
除袁一定到医院寻求医生帮助袁不可用
硬物挖耳袁以免加剧耳道损伤遥

渊源自叶健康报曳冤

游泳耳朵进水别乱掏

处暑已过袁就连以湿热著称的广州
也有了丝丝秋意遥 最近出现口唇干燥尧
咽干喉痛的老人尧小孩明显增多,呼吸
道疾病也有增多趋势遥有经验的野师奶冶
煲汤时就会加点百合袁百合归心尧肺经袁
具有养阴润肺袁清心安神的功效遥 那么
如何才能买到功效更佳的百合钥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
学部主管中药师易美容介绍袁百合品种
多样袁 起源于我国的有 47个种袁18个
变种袁占世界百合属植物的一半遥 目前
市场销售的食用百合主要有三种院兰州
百合尧龙牙百合尧卷丹百合渊宜兴百合冤遥

兰州百合
兰州百合表面呈微黄或乳白色袁光

滑并且脉纹不明显袁 质地坚脆易折断袁
气味甘淡袁味微甜遥 相对于
其他品种百合来说厚度会
比较薄些遥兰州百合是我国
唯一可食用的甜百合袁是做
菜尧熬粥不错的选择袁但在
产地也可作为药用遥

龙牙百合
龙牙百合主产于湖南

隆回袁 邵东和江西泰和尧万
载等地遥 鳞片下部肥厚袁上
部尖弯袁形如龙爪袁色如象

牙袁故而得名龙牙百合遥 其特点是肉质
肥厚袁味淡不苦遥 湖南作为百合的主产
区之一袁其产的百合是市场上的主流产
品遥 龙牙百合亦可食用亦可药用遥

宜兴百合 &卷丹百合
宜兴百合具有野太湖之参冶的美誉袁

是一种药食兼用的百合品种遥它的学名
也叫卷丹遥 卷丹百合一般为多头百合袁
片小袁气微袁味微苦遥

不同百合用途各异
如何选择上述三种百合呢钥专家指

出袁可根据个人的口感来选择袁如果做
菜当然要选择口感好些的兰州百合遥如
果是做甜点其实三种都可以选择遥 不
过袁如果入药膳袁建议去医院或者正规
的药店去购买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百合，你买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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