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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從口入 與吃有關的癌癥你了解嗎
俗話說“病從口入”，令人談之色變
的癌症也不例外。癌字三個口，很多癌症
都是無節制的攝入致癌物導致的。今天就
來說說，這 7 種和吃有關的癌症。

肝癌吃發黴的食物、喝酒
食物被黴菌污染，會產生有致癌作用
的黴菌毒素(如黃麴黴毒素)，導致肝癌。最
容易受黴菌素污染的食品有花生、玉米、
大米、高粱和花生油。大量要飲酒可引起
肝硬化，最終發展成肝癌。

胃癌吃醃制食物
喜食薰制食品、經常吃醃制蔬菜和幹
鹹魚可誘發胃癌，可能是這些食物中含有
較多的亞硝酸鹽和亞硝酸所致。長期飽食
會使人體的免疫功能過早地衰弱或減退。
長期飲食過量會使腸、胃等消化系統時時
處於緊張的工作狀態，造成其功能失調，
可能生病得癌。

食管癌愛吃辣、愛吃燙
過辛辣的食物容易損傷食管上皮，從

而使黏膜炎症和細胞核酸代謝受影響，長
期反復的辛辣刺激，增加了致癌物的敏感
性，有可能促使食管發生癌變。口腔和食
道內壁，正常耐受的溫度在 40℃-60℃，一
旦遭受到 50℃-60℃以上長期反復的熱刺激
，人體食管“黏膜屏障”被破壞，會發生
異形性改變、不典型增生，最終導致癌變
。

口腔癌吃檳榔、抽煙
嚼檳榔時，口腔黏膜會和檳榔中所含
的生物鹼等發生反應，引起口腔黏膜病變
，長期下來會使口腔黏膜病變導致纖維化
，從而引發口腔癌。
吸煙產生的煙霧溫度非常高，而且還會產
生微量的放射性輻射，刺激使口腔黏膜上
皮細胞異常增生，導致黏膜角質層逐漸增
厚，還可誘發黏膜白斑，如不及時治療，
黏膜白斑很可能發展為口腔癌。

腸癌愛吃肉、不愛吃菜
肉類食物被細菌分解後，產生許多的

致癌物質，加之不是可溶性纖維素，大便
腸溶性不夠，使大腸蠕動慢並積壓在腸中
，刺激腸粘膜，產生癌變。而青菜所含的
粗纖維能刺激胃腸蠕動、通便，使污染或
分解產生的致癌物質儘快排泄，以減少腸
內吸收和對腸壁的局部刺激。

胰腺癌愛吃甜、三高飲食
過多攝入甜食會加重胰腺負擔，如果
胰腺不堪重負，則可能誘發癌變。而高脂
肪、高蛋白質飲食還會刺激胃腸道釋放出
縮膽素和其他激素，增加胰腺對致癌物的
敏感性，導致胰腺癌的發生。

乳腺癌吃奶油乳酪、吃保健品
愛吃油炸食品、奶油、乳酪等，長期
大量攝取脂肪，會使身體發胖，降低免疫
功能，還可產生大量類雌激素及前列腺素
樣物質，刺激腫瘤的發生及增長。而保健
品中的雌激素雖然能延長女性的“青春期
”，但也能導致乳腺導管上皮細胞增生，
甚至發生癌變。

春季氣候多變易失眠
四款食療緩解失眠癥狀
都說“春眠不覺曉”，然而事實上
，春天也是個失眠的高發季節。應對失
眠，症狀嚴重的患者要按時服藥，輕微
的患者可通過飲食來改善……

1.蓮子桂花冰糖湯
蓮子 120 克，冰糖 150 克，桂花 15
克。蓮子用冷水泡漲，去心，上屜蒸 45
分鐘，備用。銀耳用溫水泡軟，除去黃
根，洗淨，蒸熟備用。
鍋中倒入適量清水，加冰糖、桂花
，燒開，放入銀耳略燙，撈出放入大湯
碗中，然後把蒸熟的蓮子倒入大湯碗中
，把鍋中冰糖汁澆在碗內即可。
可佐餐食用。可滋陰潤肺、補脾安
神，適用於各種慢性病損傷心肺所致的
失眠、心煩、乾咳、咽喉乾燥以及食欲
不振等的輔助治療。

2.豬心蓮參圓肉湯
豬心 1 個（約 250 克），蓮子 50 克
，太子參 25 克，桂圓肉 10 克，食鹽、

味精各少許。豬心、蓮子（去心）、太
子參、桂圓肉洗淨，放入沙鍋中，加清
水 500 毫升，用猛火煮沸後，再改用小
火燉 3 小時，加食鹽、味精調味。
可佐餐食用。可補心健脾、安心養
神，適用於心脾不足、脾虛氣弱所致的
失眠、精神不佳、神疲肢倦、心煩心悸
以及記憶力下降等的輔助治療。

3.杞子山藥豬腦湯
枸杞子 25 克，山藥 50 克，豬腦（2
個）30 克，生薑、生蔥各適量，食鹽少
許。山藥、枸杞子洗淨，豬腦洗去血漿
。
先把山藥、枸杞子、薑、蔥放入沙
鍋中，加清水 500 毫升，用小火煲 30 分
鐘，放入豬腦，再煲 30 分鐘，加入食
鹽調味即可。
可佐餐食用，連服 3～7 天。可滋
補肝腎、安神益智。適用于糖尿病肝腎
陰虛所致的失眠、耳鳴、健忘、頭暈頭

痛、五心煩熱、煩躁易怒、腰膝酸軟等
的輔助治療。

4.人參豬腦五味湯
豬腦 2 個，人參、五味子各 6 克，
麥冬、枸杞子各 15 克，生薑 4 片，食鹽
少許。
把豬腦、人參、麥冬、五味子、枸
杞子、生薑分別洗淨，一起放入燉盅內
，加開水 500 毫升，加蓋後用小火隔水
燉 3 小時，然後加入食鹽調味即成。
可佐餐食用。可補氣養陰、安神健
腦。適用於失眠症屬心肺兩虛、腎陰不
足所致的頭暈目眩、耳鳴多夢以及記憶
力減退等的輔助治療。
1.鮮丹參，鮮酸棗根。水煎，主治
失眠、健忘、夜多怪夢。
2.雞蛋 2 個，枸杞，紅棗 10 枚。先
將枸杞、紅棗用水煮 30 分鐘，再將雞
蛋打入共煮至熟。主治失眠、健忘。

最傷胃的十種錯也許你每天都在犯 感冒不能吃的東西
七種食物要忌口

俗話說“十胃九病”
，胃作為人體重要的消化
器官，是非常容易得病的
。可胃的健康常常被我們
認為是每個人的通病而忽
視，即使出現問題也不知
道如何調養，很多人因此
成為胃病“接班人”。
殊不知，胃是我們人
體第一個接觸外界的消化
系統，因此一旦出現某種
狀況，那麼胃是第一個受
到影響的。同時胃也是人
體能量和營養的第一站，
第一站沒有把控好，那麼
身體的其他臟器也會相應
的出現問題。
最傷胃的十種錯
1、邊吃邊說
食不言，寢不語，這是古話
。放到現在，為了能夠認真的細
嚼慢嚥，所以也要忌諱吃飯時說
話或大口吞咽。避免咽下的氣體
多，導致消化不良。
與此同時，吃得快，還容易造成
食物燙傷口腔和食管黏膜。
2、口味重
烤制或醃制的食物雖然口感
很棒，但經常吃的話，會增加致
病風險。
而且，高鹽重口味食物會加
重高血壓和心血管疾病的發生，
也會損傷胃黏膜的保護層，增加
病變概率。
3、吃水果不講究
水果如柿子、山楂、棗等，
其鞣質可在胃內與胃酸、果肉蛋
白發生作用，形成膠凍狀物質，
最後可能形成胃石。
因此，對於中老年人而言，
一定要記得別空腹吃大量柿子、
山楂等。
4、愛喝高度酒
小酌怡情，貪杯傷胃。酒精
飲品在 20°以上時，每小時飲用超
過 100ml，就可能會直接破壞胃黏
膜屏障，引起充血、水腫、糜爛
，甚至出血。
飲酒時儘量選擇低度酒，且
不要過度飲酒，避免急性傷胃。

5、愛煙成魔
抽煙的人以為尼古丁只會進
入肺，殊不知，煙霧也會隨著消
化道進入胃，直接刺激胃黏膜。
引起黏膜下血管收縮、痙攣
，胃黏膜缺血、缺氧，長此以往
形成胃潰瘍。
6、藥物刺激
很多人在吃藥後，感覺腸胃
不適，很難受，這可能是藥物刺
激到了，常見的阿司匹林、布洛
芬等，都是對胃可能造成刺激的
藥物。
7、飲食不衛生
不飲生水，不吃生食，這也
是遠離胃病的基礎常識。
不潔的食物和飲用水是幽門
螺桿菌的主要來源，帶有病原體
的食物可能導致急性腸胃炎。
8、吃飯沒准點
“廢寢忘食”似乎成了不少
人的習慣，然而就是無意間的饑
一頓、飽一頓，會慢慢侵蝕胃的
健康。
胃是一個嚴格遵守“時間表
”的器官，胃液的分泌在一天中
存在生理性的高峰和低谷，以便
於及時消化食物。
9、暴飲暴食
早飯匆匆忙忙、午飯簡單對
付、晚飯暴飲暴食，甚至還有人
睡前再來點夜宵，健康的胃往往
就在任性的吃和暴飲暴食中被破

壞。

進潰瘍癒合有非常好的幫助。

因為暴飲暴食會使得胃部擴
張，變得越來越大，讓你吃多少
也感覺不到飽，長此以往會誘發
胰腺炎。

3、經常喝粥 稀軟溫熱的粥
屬於養胃佳品。每天喝一次粥是
最實惠簡單的養胃妙招。
針對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體質，
可以在白粥中加入一些藥材。薏
米有健胃、消水腫、清肺熱等功
效。
而紅豆也有明顯的健脾胃功
效，熬成粥後營養成分能夠充分
吸收，也不會給脾胃造成負擔，
還可放點紅棗和枸杞。
早餐吃牛奶燕麥粥，可以養
胃和脾;晚餐吃小米粥，暖胃安神
。

10、愛咖啡也愛濃茶
當飲濃茶、喝咖啡成為一種
流行時，又有誰知道，濃茶和咖
啡除了提神醒目以外，也會傷害
胃的健康。
濃茶和咖啡都是中樞興奮劑
，能通過神經反射直接影響胃粘
膜，導致胃粘膜充血、分泌功能
失調、粘膜屏障破壞，從而促發
胃炎、胃潰瘍的發生。

四招招教你養好胃
1、按揉沖陽穴 胃不太好且
常出現腹瀉時，按揉沖陽穴幾分
鐘，就會得到緩解。
沖陽穴是胃經的原穴，專門
管理胃的。當您出現消化不良、
胃脹、腹瀉等症狀時，就可以按
揉沖陽穴來補胃，能收到很好的
效果。
2、首選圓白菜 圓白菜被譽
為天然“胃菜”，生津止渴助消
化，能夠促進胃液分泌，保護胃
黏膜。
胃不好的人，尤其是患有胃
潰瘍、十二指腸潰瘍的人，可以
將圓白菜榨汁飲用，每天一杯。
還可以加入少量蜂蜜食用，對促

4、運動健胃 最簡單的養胃
運動發生在我們的嘴巴裡——每
天早晨用舌頭攪動出津液併吞下
去，有生津和胃的功效。
經常活動腳趾可以起到健脾
養胃的作用。活動腳趾時可採取
站立或坐位，雙腳放平，緊貼地
面，與肩同寬。
腳趾連續做抓地、放鬆的動
作 60 至 90 次，對腳部經絡形成鬆
緊交替刺激。做此動作時可赤腳
或穿柔軟的平底鞋，每日可重複
多次。
寫在最後，對於腸胃不好的
人，我們更要注意自己的飲食，
以清淡為主，不要吃冷的食物，
以免腸胃病情的加重哦。

感冒了怎麼辦？除了必須吃藥，多休息外，在飲食上
也必須有所禁忌。特別在這樣的季節，當你感冒時，你就
須要警惕你的飲食，這樣才能助較舒適地度過感冒，並快
速恢復健康……

一、忌多吃雞蛋：
雞蛋所含營養的確豐富，但不宜在發燒期間多吃雞蛋
，這是因為雞蛋內的蛋白質在體內分解以後，會產生一定
的額外熱量，使的機體熱量增高，加劇發燒症狀，並會延
長發熱時間，增加患者痛苦。

二、忌多喝茶：
喝濃茶會使大腦保持興奮的狀態，且使脈搏加快，血
壓升高，進而使患者體溫升高、煩躁不安。同時，茶葉水
也會影響藥物的分解、吸收，降低藥物的療效。

三、忌多喝冷飲：
如果是不潔食物引起的細菌性痢疾等傳染病導致的發
燒，胃腸道功能下降，多喝冷飲會加重病情，甚至使病情
惡化而危及生命。

四、忌多食蜂蜜：
發燒期間應以清熱為主，不宜滋補。蜂蜜是益氣補中
的補品，如果多服用蜂蜜，會使患者內熱得不到很好的清
理、消除，還容易併發其他病症。

五、忌多食辛辣：
由於感冒後體溫升高，體內新陳代謝旺盛，在此情況
下亂吃薑、蒜、辣椒之類的溫熱辛辣食品，會以熱助熱，
加重病情，不利於退熱與早日康復。

六、忌強迫進食：
有些孩子發燒時，家長往往認為發燒消耗營養，不吃
東西那就更不行了。於是，他們強迫孩子進食，有的還拼
命給孩子吃高營養食物。其實，這種做法適得其反，不僅
不能促進食欲，而且還會倒胃口，甚至引起嘔吐、腹瀉等
，會使病情更加嚴重。

七、忌食海鮮：
海鮮營養豐富，但專家指出，人們食用海鮮要控制好
量，否則可能引發疾病，一些特殊人群更要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