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盐该怎么吃

俗话说“盐为百味之王”，没有了
盐，再好的食材，也将食之无味。

食盐是钠的主要来源， 每克盐中
含钠 400mg。 研究表明，高钠摄入会
升高血压。高血压病的诊疗指南建议：
成人每天食盐摄入不超过 6 克。

每天控盐，让血压稳一点、高血压
少一点。

你忽略的“隐性盐”

有的人每天按时吃降压药， 饮食
清淡，几个月下来，血压却控制得不尽
如人意。 问题可能在于，他们忽视了
食物中的“隐性盐”。

其实，有很多盐“隐藏”在加工食
品和调味品中， 我们一不注意就多吃
了盐（见下表）：

所以，在考虑每天盐的摄入量时，
千万不要忽略了这些“看不见”的盐。

如何看“隐性盐”

那么， 我们如何知道加工食品的
含盐量是多少呢？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找到食品标
签，查看其“营养成份表”，找到钠的含
量就可以知道这份食品中的盐究竟有
多少了！

什么是“添加糖”

除了“隐性盐”，作为一个有智慧

的吃货，我们还要知道“添加糖”，它是
“甜蜜的陷阱”。

“添加糖” 包括白砂糖、 红糖、
冰糖、 果葡糖浆， 加上天然存在于蜂
蜜 、 果汁的糖分 ， 这些糖又被称为
“游离糖”。

但并不包括天然食物中存在的
糖，比如新鲜水果中的糖，奶类中的乳
糖、粮食和薯类中的淀粉。

“添加糖”该怎么吃

2016 版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
议：每天摄入“添加糖”不超过 50g，最
好控制在 25g 以下。

摄入过多添加糖，增加肥胖、糖尿
病、 高尿酸血症、 高血脂等疾病的风
险。 因此，健康人群也要注意减少“添
加糖”的摄入。

你忽略的“添加糖”

大部分人不知道的是，各种“添加
糖”，尤其是果葡糖浆，已在食品行业
广泛应用。 这一类糖，隐藏在各种饮
料、面包、饼干、糖果、冰激凌之中，也
潜伏在各种家常菜品比如红烧肉、番
茄炒蛋、凉拌菜里。

如果我们对此类食物毫无节制，
保持健康可能并非易事。 对于加工食
品， 在食品包装上的营养成分表里，
通常能找到食物的含糖量。 比如一瓶
500毫升的可乐 ， 就含有 52.5克糖 ，
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建 议 的 摄 入
范围。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可以说，所有含盐、含添加糖的食

物，都不能任性多吃，我们要了解自己
吃进去的食物， 才能让我们有一个更

加健康的身体。
外出旅行要玩得开心、吃得开心，

但更要玩得安全、吃得健康。
当然，想要健康除了控制饮食，重

视体检，做好体检也是很有必要的。

11
2018年
12月1日
星期六

劳
动
者
周
末

健
康

责
任
编
辑

杨
琳
琳

版
式
设
计

刘
红
颖

版
式
校
对

刘
芳

■心理咨询

离婚后，
经常在梦中哭泣怎么办？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61004804
本版E-mail： ldzzmys@126.com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与本报合办

工工会会提提供供心心呵呵护护
职职工工享享受受心心服服务务

□本报记者 张晶

免费职工心理咨询在线服务
www.bjzgxl.org

【职工困惑】

我刚刚离婚不久， 在家人朋友的安慰
和陪伴下，虽然感觉心情有所好转，但总是
做些很奇怪的梦，梦里的我不是在哭泣，就
是在和人抱怨“没有人爱我了”等等。 我这
是怎么了？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心理咨询师 ：梦
是在睡眠条件下所产生的一种无意想象，
其内容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 梦的解
释有三：(1)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千奇百怪
的梦大多与本人日常生活中的愿望、想象、
回忆、忧虑、思念等精神活动有关；(2)内外
部刺激的影响。 白天劳累过度、临睡前深思
熟虑或纠缠于白天不愉快的事情、 身体有
病，以及睡眠的姿势不适、床铺被褥不舒服
等都会对做梦有影响；(3) 梦是一种愿望的
达成， 它可以算是一种清醒状态精神活动
的延续，梦的意义在于愿望的满足。

所以， 经常出现这种梦的主要原因是
你心里压抑了很多的压力和痛苦。 离婚可
能使你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感觉丈夫不
爱你了，抛弃了你。 现在虽然看起来离婚的
事情已经过去了，你也回归了正常的生活，
但它给你带来的心理创伤仍然存在。 白天
你可能压制了内心的难受， 但这些痛苦会
以梦的形式予以表达。

【专家建议】

针对上述情况，可以给您如下建议：
首先认同它。 在梦中你释放了现实生

活中的压力， 可以不用再压抑自己潜意识
中的痛苦，其实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其次，要治本，就是要真正把这些压抑
在内心中的痛苦解决掉。 离婚，与丈夫和孩
子的分离对每个人而言都是一个重大的负
性生活事件， 会对一个人的情绪状态有一
定的影响， 出现焦虑和忧郁等情绪是很正
常的，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但随着时间的
流逝，以及个人心理状态的调整，会慢慢得
到恢复。 但疗愈的时间一般需要1年左右的
时间， 在这段调整期， 我们需要别人的陪
同， 也需要找到突破口适时地将自己的情
绪予以发泄。 你可以多找家人朋友倾诉、做
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与朋友一起去健身旅
游……让自己的生活充实起来。

最后，如果觉得情绪一直得不到舒缓，
你可以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解决
内在问题。 当情绪缓解了、内在问题真正解
决了，那些梦也会随之而去了。 每周二、周
四在北京职工服务中心内， 有专业心理咨
询师为全市工会会员提供免费的一对一现
场心理咨询服务。 预约方式：关注“首都职
工心理发展”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

每逢重大的节假日，你是宅在家里看别
人堵车、挤人海，还是疯在路上玩着吃着？ 无
论在哪欢度假期，小编友情提醒：悠着点吃。

中国的饮食文化源远流长，今天，就和
大家聊聊 “北咸南甜” 中那些你忽略的事。
“咸”和“甜”不仅涉及大家的饮食爱好，还影
响大家的健康，知道吗？

日日常常吃吃吃吃吃吃
□陈承端这两样东西要注意点吃

■生活小窍门

□聂勇热姜水药用十方
醉酒： 用热姜水代茶饮用， 可

加速血液流通， 消化体内酒精； 还
可在热姜水里加适量蜜糖， 可缓解
或消除醉酒。

口腔溃疡 ： 用热姜水代茶漱
口， 每日2至3次， 一般6至9次溃疡
面即可收敛。

龋齿： 每日早、 晚坚持用热姜
水漱口1次， 并每日代茶饮用数次。
此法对保护牙齿、 预防和治疗龋齿
颇为有效。

偏头痛：当偏头痛发作时，可用
热姜水浸泡双手， 大约浸泡15分钟
左右，痛感就会减轻，甚至消失。

牙周炎 ： 先用热姜水代茶漱
口， 每日早、 晚各1次 。 如果喉咙
痛痒， 可用热姜水加少许食盐代茶
饮用， 每日2至3次。

面部暗疮 ： 用热姜水清洗面
部， 每天早 、 晚各1次 ， 持续约60
天左右， 暗疮就会减轻消失。 此法
对雀斑及干燥性皮肤等亦有一定的
治疗效果。

高血压： 血压升高时， 可用热
姜水浸泡双脚15分钟左右。 热姜水
浸泡双脚 ， 可反射性引起血管扩
张， 使血压随之下降。

腰肩疼痛： 先在热姜水里加少

许盐和醋， 然后用毛巾浸水拧干 ，
敷于患处， 反复数次。 此法能使肌
肉由张变弛、 舒筋活血， 可大大缓
解疼痛。

蛲虫病： 每天睡眠前， 先用热
姜水清洗肛门周围， 然后再饮用热
姜水1至2杯 ， 持续10天左右即可
治愈。

感冒头痛： 将双脚浸于热姜水
中， 水以能浸到踝骨为宜。 浸泡时
可在热姜水中加点盐、 醋， 并不断
添加热水， 浸泡至脚面发红为止 。
此法对风寒感冒、 头痛、 咳嗽治疗
效果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