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国人最常吃的两大主
食 ， 馒头和米饭总会被拿来比
较。 总的来说， 米饭的热量和绝
大部分营养素的含量， 都低于馒
头， 但水分含量比馒头高。 要想
主食有营养， 可以用粗粮代替一
部分精米白面， 来获取更多的维
生素和矿物质。 所以， 想减肥的
人你们知道怎么吃了吧。

馒头比米饭更容易长胖

【健康红绿灯】

绿灯

红灯

72℃是煮鸡蛋的最佳温度，
这样煮出来的鸡蛋口感好、 营养
高， 还安全可靠！ 火候一过， 口
感变差， 营养还流失。 这是因为
72℃左右时， 蛋清和蛋黄就会凝
固 ， 影响营养素吸收的一些物
质， 如抗胰蛋白酶、 抗生物素等
也会失活， 同时它所含的沙门氏
菌也会被杀灭， 是煮鸡蛋的最佳
温度。

现代医学认为， 出汗可以降
低体温， 同时能够排除部分代谢
废物， 清除体内垃圾。 中医认为
出汗可以祛湿解毒， 畅通气血，
如果夏天很少出汗 ， 身体会变
差， 到了秋冬季更易受到邪气侵
袭， 容易感冒、 咳嗽不止。

烈日炎炎， 人们恨不得穿得
越少越好。 事实上， 在气温接近
或超过37℃时， 皮肤不但散热功
能减弱， 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
收热量， 让你更热。 穿得太少，
还容易被紫外线灼伤， 甚至患上
皮肤炎症， 因此越是热， 越不能
只穿背心、 短裤或打赤膊。

煮鸡蛋有个最佳温度

穿得越少越热

夏季就要出出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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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一： 规律生活
男性怎么才能调节好生活规

律？ 首先做事情要学会分流、 统
筹， 充分利用时间， 尽量不要加
班熬夜。 坚持早睡早起， 经常锻
炼身体。

重点二： 控制饮食
很多男性大多数都有啤酒

肚， 这都是由于日常饮食不控制
所导致， 常年暴饮暴食， 会导致
脂肪肝甚至硬化 ， 后果相当严
重。 男性朋友平时要注意饮食规
律， 少吃含脂肪量大的食物。 可
以多吃蔬菜、 水果， 忌烟酒、 油
炸食品， 并注意少食多餐。

重点三： 保持心态平和
要学会控制情绪， 保持平和

的心态。 过度的生气暴怒会伤及
脾脏。 遇到事情要先让自己冷静
下来， 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 无
需动怒、 无需堪忧。

重点四： 有病及时就医
很多男性总认为自己身强体

壮， 身体出现点小问题扛一扛就
过去了， 直到身体感觉严重不适
了才会去医院检查 ， 此时就晚
了。 要知道， 人到中年， 各个器
官有明显的退化， 我们更应该注
意身体变化， 如果有任何异常，
应该及时去医院就诊， 有些疾病
拖太久， 再去检查就有可能导致
更严重的危害出现了， 因此， 进
行定期体检是非常重要的。

（武平）

为加强食品安全监管， 丰台
区市场监管局通过 “三查三检”，
全天时多举措开展监管， 保障辖
区食品市场安全。

三查： 一是日常巡查。 检查
经营者主体资质是否齐全， 现场
制售环境是否达标， 督促经营者
严格按照储藏条件储藏， 强化冷
链销售制度落实 。 二是错峰检
查 。 针对批发市场畜禽肉 、 熟

食、 豆制品等高风险食品交易市
场多在凌晨的特点， 执法人员白
天摸排线索 、 凌晨集中执法力
量， 开展零点打击行动， 强化案
件处罚、 加强惩戒力度， 有效震
慑场内外违法行动。 三是飞行检
查。 联合属地监管部门， 对畜禽
肉等产品进行飞行检查， 重点检
查企业的屠宰资质、 肉品品质检
验、 出场产品质量、 管理制度落

实等情况。
三检： 一是通过抽样送检 ，

对辖区内市场食品进行送检， 目
前共抽检食品800余样次； 二是
指导食药所检测人员对市场销售
的食品进行二氧化硫、 水分等项
目的快速检测， 共检测102样次，
合格102样次； 三是指导具备自
检室的市场检测人员开展对市场
的自检工作， 做到覆盖自身经营

品牌。
（许正虹）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三查三检”保障食品市场安全

疾疾病病也也会会““重重男男轻轻女女””
50岁后 男性更易得这5种病

在人们的印象
中 ， 男人是铁 ， 男
人是钢 ， 男人有泪
不 轻 弹 。 生 活 中 ，
男人俨然成了身强
力壮 、 无所不能的
代名词 。 尤其是对
于小家而言 ， 男性
被人们誉为家中的
“顶 梁 柱 ” 。 然 而 ，
现实中的男人远没
有人们想象的那么
威风 ， 甚至一些疾
病也有 “重男轻女”
的现象 ， 最终让男
性远离长寿。 ？？
饮酒吸烟 ： 相比起女性来

说 ， 往往男 性 抽 烟 饮 酒 的 更
多 ， 并且每次喝完酒后， 接着
就抽烟， 完全不为身体做一些保
护措施， 酒中大量的酒精会加重
身体的排毒压力， 而且对于身体
的代谢循环往往也有比较不利的
影响。

不爱倾诉 过度压抑 ： 抽烟
喝酒只是伤到了男人的身体， 那
么过度压抑就是摧毁男人心理健
康的重点， 男人中年以后， 所需
要承担的压力很多， 包括家庭孩
子， 以及事业上的应酬， 而女人

一般都是会有三五个闺蜜死党，
经常可以诉说家长里短， 及时地
将心中压力释放出来， 心态轻松
健康自然老得慢， 而男生大多都
是硬扛。

不注重饮食： 基本上女人一
生都在和自己体重做抗争， 油腻
高糖的食物， 基本上都被女人拒
绝了， 这一点男人就做的不是很
好， 大块吃肉大碗喝酒， 反正已
经成家立业有孩子了， 个人形象
上男性多数都是放弃了， 这也就
是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 “油腻
大叔” 的原因。

高血压
在中国男性患高血压的几率

远远高于女性 。 随着年龄的增
长， 血管本身就会失去弹性、 血
液循环也因此变慢， 患上高血压
的几率会大幅度增加。

很多男性本身也有吸烟饮酒
的习惯， 据2015年中国疾病防控
中心数据显示， 我国男性吸烟率
是52.1%， 有喝酒习惯的人也是
不计其数， 再加上饮食相对重口
味等因素， 这就加速了高血压的
发生。

肝脏疾病
有很多男性为了工作和家

庭，不得不熬夜加班，酒桌生意更
是成了最平常不过的事情， 然而
这些习惯都会对肝脏造成伤害。

肝脏本身就是体内代谢和排
毒的器官， 长期熬夜肝脏得不到
充分的休息和修复， 因此加重了
肝脏的负担， 若酗酒更是加重了
肝脏的代谢和伤害。

如有长期饮酒习惯的人， 不

仅容易导致酒精肝出现， 患上肝
炎的几率也会大幅度提升。 一旦
肝病出现就会导致全身性的影
响， 为将来的长寿埋下隐患。

乙肝
乙肝病毒的传播往往在男性

身上比较多见， 而且男性乙肝患
者发展到肝硬化的几率要比女性
高出多倍。

有数据显示， 我们国家大约
有1亿左右的乙肝患者， 而这其
中转化成肝癌的更是不在少数。

所以如若已经被乙肝缠上，
除了进行药物治疗外， 还要定期
对肝功能进行检查， 以免发展到
肝硬化以及肝癌的地步。

心血管疾病
上文中说道高血压是心血管

疾病的出现因素， 而男性过了40
岁之后， 每年患心血管疾病的几
率都会持续上升。

特别是本身有吸烟和喝酒爱
好的男性 ， 更容易出现这类疾
病， 比如脑梗、 冠心病等等， 不

男人不如女人健康主要因为三习惯

这5种疾病男性更易得

男性健康注意四个重点

仅会威胁到自身健康， 更是会引
发猝死可能。

肺部病变
在我们国家患肺癌的男性明

显高于女性， 其中最大的一个因
素就是男性的吸烟者比较多。

一支香烟中含有上百种有
害 物 质 ， 其中致癌物质就多达
40多种， 比如致癌物： 苯并芘、
尼古丁等。 长期吸烟的人肺部积
存大量毒素， 病变的几率也大幅
度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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