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7月10日，洞口县食品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在洞口宾馆检查食品安全。（资料图片） 滕治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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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为心之液”， 中医认为夏天汗液大量
排泄，不仅会损伤心气，还会导致心阴虚，这
样更容易受到暑热邪气的侵犯， 所以夏季宜
注重养心健脾。 因此可以多吃一些健脾去湿
的食物，如菠菜、扁豆、苋菜等，但最好是热饮
熟食，以免寒凉食物损伤脾阳。少油腻，少生
冷，脾虚的人可以少食多餐，根据自己的饮食
习惯适当吃些辣椒，增加食欲，帮助消化，抵
抗湿邪对脾脏的侵扰。

夏天只要稍微一活动， 人就会出满身大
汗。金迪文建议，高温天要多喝水，多喝汤，
多吃粥。“喝水的方法也有讲究，一是不能等
到口渴才喝，因为口渴时人体水分已失去平
衡，开始轻度脱水；二是喝水不要大口豪饮，
应该少量、多次、慢饮。户外高温作业者，可
以在温茶中加点盐， 以补充机体的能量消
耗，这样能更加有效预防中暑。”

对于没什么胃口的人来说， 喝汤或喝粥
都是不错的选择。喝汤既能及时补充水分，又
有利于消化吸收。如山楂汤、绿豆酸梅汤、金
银花汤，这些都是非常有效的“防暑汤”。而夏
季吃消暑保健粥，则是饮食调理措施之一，营
养专家推荐市民朋友可在高温天多喝绿豆
粥、金银花粥、薄荷粥、莲子粥、莲藕粥等。

此外，中医还讲究“寒则热之，热则寒之，
虚则补之，实则泄之”，意即饮食应注重“平
衡”二字。如体质属寒的人，在高温天气可多
食用一些大葱、青椒、牛肉等热性食物，有利
于增强体质；体质属热的人，应多食用清润的
食品，如番茄、草莓、木耳、绿豆、苦瓜等。

炎热的天气，食欲下降，很多人喜欢一日
三餐用非常清淡的蔬菜瓜果作为主食， 专家
也提醒不要走入过于清淡的饮食误区。“高温
时人体代谢速度加快， 蛋白质和热量消耗增
大，如果单纯只食用蔬菜水果，而不适当地补
充蛋白质和高热量食物，容易导致体质下降。
一般来说，可选择午餐食用鱼、肉等高蛋白质
食物，有助于人体补充营养，提高肌体抵抗能
力。”

本报记者 秦慧英 实习生 胡虹

“长沙气温，千里清蒸，
万里红烧……这样的天气，
我是不愿意跑出去吃饭了，
在公司叫外卖，晚上买熟食
回家。” 在长沙浏城桥附近
上班的王先生用网络语言
调侃着长沙的天气。

的确，高温酷暑，人们
的食欲也跟着“蒸发”了许
多， 哪怕只有几分钟的路
程，很多人还是愿意打个电
话叫外卖，在空调房里解决
午餐。在家里，做完一桌菜
往往全身汗淋淋的，家庭主
妇也不太愿意钻进“火炉”
似的厨房。 于是， 超市、餐
馆、菜市场、路边摊的熟食、
凉菜也跟着热闹起来，但这
也让许多食品安全隐患随
之冒头。

有网友戏言：“这天气
拌个凉菜都得赶紧吃，要不
一会就变麻辣烫了！” 说法
有点夸张，不过，在夏季调
好的凉拌菜保质期一般只
有两小时左右。记者走访发
现， 很多路边摊的熟食、凉
菜都是一大早就做好了的，
从早卖到晚，这也让细菌的
繁殖有了可乘之机。

8月14日， 记者在长沙
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了
解到，7月以来，该院因饮食
不当造成的急性肠胃炎患
者呈明显增长趋势。专家提
醒，高温之下细菌繁殖速度
大大加快，如果没有妥善的
冷藏措施，极易发生微生物
超标。细菌特别爱藏在富含

蛋白质的食物中，软包装的
灭菌乳、瓶装果汁等若一次
喝不完，须将剩下的拧紧盖
子并立马放入冰箱，并尽快
喝完。熟肉制品等当天吃不
完的，最好分袋包装进行冷
冻。根据记者调查，品牌饭
店一般都配备有专用冷藏
间，其环境温度和冷藏冰箱
的配置相对来说都较为放
心。但很多小饭店都没有冷
菜间，路边摊就更没有保证
了。

实际上，不管是熟食还
是凉菜，夏季的食物都必须
特别注意保质。 有人认为，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
那么，食物放进冰箱，是不
是就放心了呢？ 专家提醒：
冰箱并不是保险箱。

事实上，冰箱的低温只
能延缓细菌生产繁殖的速
度， 推迟食品变质的时间，
并不会杀灭细菌，而某些细
菌就是在冰箱的冷藏温度
下繁殖产毒，这种食品进入
腹内， 就可能造成食物中
毒。此外，有一些蔬果也不
适宜放入冰箱， 比如西红
柿、黄瓜等蔬菜经低温冷冻
后，容易发生变质，而香蕉
如果储存温度低于12℃，则
很快会发黑腐烂，鲜荔枝在
0℃以下保存一天就会表皮
变黑、果肉变味。一般来说，
蔬菜、水果放进冰箱前要把
表面水分擦干，用保鲜袋装
起来放进冷藏室， 以4℃左
右的温度贮藏为好。

细菌繁殖加速，
路边摊的熟食、凉菜问题多

“天气这么热，不怎么有胃口，就
喜欢喝一些冰镇绿豆汤、吃点冰水果，
感觉很清凉。”市民吴女士说，冰镇西
瓜是家里每天必备的， 孩子在冰箱里
还存了很多冰淇淋。

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了部分市民，
炎炎夏日，绝大部分人选择吃冰品来消
暑，尤其喜欢那瞬间“透心凉”的感觉，
不少人甚至认为大热天吃些冰镇食物
还可以“冷热中和”。长沙市第四人民医
院主任医师金迪文提醒， 夏天一味贪
凉，要小心爽了口，伤了胃。

“前些天有一位男性患者，连续喝
了十几瓶冰啤酒，结果胃部疼痛异常，
连止痛药都不起作用了。” 金医师介
绍，过冷的食物，会让人体的消化道黏

膜下血管快速收缩， 使得吸收能力下
降，胃肠功能减弱，不利于补充水分和
养分， 还会降低胃肠抵抗力而容易引
发腹泻、胃肠炎等。

养生专家顾凌云则表示，“从中医
角度来说，冰凉食物下肚，虽然能贪一
时的凉快， 但身体反而会产生更多热
气去中和，愈消愈热。水分够、该出汗
时出汗，才是散热的最好方法。”很多
食物冷藏以后食用， 也会带来一些不
良后果。比如人们都喜欢吃的西瓜，在
经过较长时间冷藏后， 瓜瓤表面会形
成一层膜，瓜内的水分容易结成冰晶，

食用后可能刺激咽喉或引起牙痛，且
容易损伤脾胃，导致消化不良、食欲减
退等症状。“如果一定要冷藏， 不妨把
冰箱温度调高一些，冷藏时间在2小时
以内为宜。”

顾凌云建议， 夏天要想快速散热
消暑， 最好的方式其实是喝接近室温
的水，或者是温开水，才能让水分快速
抵达小肠，排汗散热。她尤其提醒女性
朋友们更应注意忌口， 很多女性身体
偏寒，夏季虽然热，西瓜、绿豆等偏寒
的食物对脾胃虚寒的人而言不宜多
吃。

一味贪凉，很可能爽了口、伤了胃

高温天，
宜多喝水，多喝汤，多喝粥

关注舌尖上的安全�高温，

（上接1版①）
只有认识到位，行动才

会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警示全

党，在干部作风上“一些问题
还相当严重”。 对全党同志尤
其是领导干部而言， 这犹如
一支清醒剂。 每一位党员干
部，都应认认真真地“照照镜

子”， 问一问自己在思想上、
认识上， 是不是还存在着迟
疑犹豫甚至不以为然的心
理， 问一问自己是不是做了
该做的、尽了应尽之责任。 唯
此， 才会自觉地将教育实践
活动作为当前最大的政治来
抓， 才能确保活动健康有效
开展。

（紧接1版②） 省气象台预计，18日
至21日，受东风影响， 省内还有一
次降水过程， 湘南局地降水较强，
届时省内高温也将会得以明显缓
和。

今天上午，气象部门继续开展
人工增雨飞机作业，在衡阳、永州、
娄底地区累计飞行2小时30分钟，
作业影响区域达到5000平方公里。
作业后，受影响区域降小雨。

（紧接1版③）今年7月以来，张家界市
庄塔水库开闸放水473万立方米，解
决了1.8万人的饮水困难。

病险水库经过修缮后， 不仅抗

旱、灌溉和供水效益显著，生态功能
也进一步增强。长沙千龙湖水库除险
加固后， 发展乡村休闲水利风景区，
被列入“湖南休闲旅游八景”之一。

（上接1版④）
关山村位于宁乡县金洲

镇，距省会长沙仅25分钟车程。
浪漫乡村、 诗意田园的关山，
“藏娇”大都市卧榻之侧，早已
名声在外，探奇猎艳者每月逾3
万人次。 农家乐老板向霞光告
诉记者，他的家庭餐馆，接待了
新加坡、美国、印尼、印度等16
个国家的客人，双休日高挂“客
满”牌，年利润达20万元。

宁乡县副县长、关山镇党
委书记刘俊武介绍说，关山景
区面积5.94平方公里，坐拥10
多个山头、2座水库、30多口山
塘；四季鸟鸣，林木茂盛，空气
中负氧离子多， 水源涵养充
足， 今年大旱塘库水位正常，
有生态旅游的先天优势。2007
年启动景区建设，前后投入超
1.6亿元，新建、修缮古镇、古民
居、青年湖、乡村变迁展览馆、

十坊五福文化村、民俗文化体
验馆、四季果园、千亩葡萄园、
开心农场、生态特产园、八曲
河湿地公园等景观，正在申报
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关山村已囊括“湖南最
美乡村”、“中国最有魅力休
闲乡村”、“湖南省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示范村”、“湖南
农业旅游示范点”、“湖南果
园农家乐示范基地”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