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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人体内的“运输车”，它承载着血红细
胞，为全身输送氧气并带走代谢废物；水是人体
的“润滑剂”，它守护在关节空隙，防止活动带来
的关节磨损；水还是人体的“移动空调”，通过汗
液蒸发过程来平衡体温……

人不可一日无水。当人体内水分丢失达到体
重的 2%~3%，便会感到口渴，此时会有头痛、头
晕无力、皮肤弹性变差等症状；失水量占体重的
3%~6%时，就会出现循环功能下降的症状；若失
水量达到体重的 6%以上，就可能导致休克或昏
迷。喝水这件“小事”有着不少“大学问”，掌握
不好喝水节奏的人不妨试试“一日七次补水法”。

7∶00：早起喝水唤醒身体

民间有“晨起一杯水，到老不后悔”的说
法。可见，前人早就意识到早起喝水的重要性。
经过一整晚的睡眠，人体长时间未得到水分补
充，反而还通过呼吸和皮肤持续流失水分，再加
上睡醒后通常有排泄需求，早起后的这段时间，
体内的水分“入不敷出”。若睡醒后及时喝一杯
水，不仅可以降低血液浓度，减轻血稠，还可以
促进肠胃蠕动，唤醒全身。

需要注意的是，早起尽量喝温水，可以滋养
五脏、润肺燥、缓解咳嗽，若水温过凉容易导致
腹泻；水不宜太多，200 毫升左右即可，体质较弱
的儿童及老人喝 100 毫升左右为宜；喝得不宜太
快，否则容易呛到，甚至对心脏造成负担。

10∶30：工作间隙补水提高效率

如果没有容易导致脱水的特殊情况，一天当
中的第二杯水可安排在上午 10∶30 左右。此时，
早起补充的水分已经消耗了很多，工作、学习也
进入了一个疲惫期。如果能及时补充水分，不仅
可以调节体内液体平衡、缓解疲劳，还有助于转
换心情，提高接下来工作学习的效率。英国东伦
敦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一旦口渴得到缓解，大
脑就会空出空间来运作，平均可以增快 14％的速
度。

上午喝水的量可以根据工作的强度、口渴的
程度来自我把控，通常 250 毫升左右即可。从事体
力劳动或在炎热环境下工作的人，体内水分流失
比较多，需要适当多喝一些。如果平时容易口
干，饮水频率及饮水量都需要增加，以保持咽部
湿润且不会频繁小便为宜。如果觉得喝白开水单
调，可以考虑喝茶。茶中的茶多酚具有抗氧化、
抗衰老、降血脂、降血糖、抑菌等多种功效。

13∶00：餐后一杯助吸收

第三次喝水可以安排在吃过午餐之后的一段
时间，13∶00 左右最佳。中医将此时的这杯水称
作“未时水”。未时是小肠经“值班”，午餐之后
人体的消化系统开始加速运转，小肠吸收了食物
营养会送到血液里，此时血液相对黏稠，适当喝
水有助稀释血液。

但要注意，饭后喝水不宜太多。如果过量，
容易把胃撑得过满，使人产生胀痛感，久而久之
甚至会导致胃下垂，影响身体健康。过量的水还

容易冲淡胃酸，削弱消化功能。建议喝 250 毫升左
右即可，汤、粥等食物也可以起到类似效果，在
保证热量摄入不超标的情况下可以代替部分水。

15∶30：工作疲惫了补充点水果

工作到下午，人常常会感到疲惫，大脑运转
也不够灵活。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暂时放下手里
的工作，喝一杯茶水，提神醒脑、缓解疲劳。15
∶30 左右，膀胱通常处于活跃状态，正在做排泄
准备，此时喝水还可以补益膀胱，利于人体内代
谢废物的排出。

不喜欢喝茶的人也可以用水果来代替。西
瓜、草莓、杨桃、桃子、苹果等水果的含水量丰
富，在补水的同时还具有补充维生素、膳食纤维的
作用。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在血糖平稳情况下可
适量吃低糖水果，但要控制好量。柚子、橙子、草
莓、樱桃等都是含糖量低、升糖较慢的水果。

18∶00：晚饭前一杯缓解饥饿

下班、放学后回到家时，很可能会处于比较
口渴、饥饿的状态，此时补水不仅可以缓解口
渴，还可以增加饱腹感，防止晚餐时过度饥饿而
暴饮暴食，为肠胃减轻消化负担。晚饭前喝水对
血管也有好处，还可以预防胆结石、肾结石等疾
病。此外，18∶00 左右气血流注肾经，喝水有助
于“洗肾”，养肾等于养命。

晚饭前也可以适当喝一些比较健康的饮品。
比如，孩子放学回家后可以喝一小杯酸奶，不用
太多，否则容易导致晚饭时不好好吃饭。不少人
口渴时习惯“咕噜咕噜”地豪饮一番，殊不知，
喝得太急会给心脏带来负担。即使再渴，也应该
把一口水含在嘴里，分几次徐徐咽下，才能充分

滋润口腔和喉咙，有效缓解口渴。

19∶30：晚饭添汤不胀气

与午餐后喝水类似，晚餐后补充足量的水有
助人体在睡前顺利完成对食物的消化，不会被胀
气等消化不良症状影响睡眠质量。

需要注意的是，刚进食完不宜大量喝水。因
为此时胃会分泌很多胃液，若摄入大量水分胃液
便会被稀释，反而会造成消化不良问题。不妨在
晚餐中增加汤或粥，既丰富营养，又能代替一部
分水分摄入。

21∶00：睡前一杯奶助好眠

一天当中的最后一杯水最好安排在睡前一个
半小时左右，大约是 21∶00。睡前喝水有助于预
防睡眠期间血液浓度过高，降低中风的风险，还
可以避免第二天早上醒来口干舌燥。

最后这次补水可以喝些牛奶，既能补充蛋白
质和能量，避免出现睡觉时饿肚子的情况，还有
助于睡眠。牛奶中的色氨酸有促进睡眠的特性，
此外，近日华南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还发现了一
种牛奶肽混合物，可以缓解压力，提高睡眠质
量。但要注意，睡前不可喝太多，尤其是容易失
眠的人，100 毫升左右最佳，否则容易导致半夜起
床上厕所，影响睡眠质量，有些人虽然不起夜，
但长时间憋尿也不利身体健康。如果胃火旺盛、
肾气亏虚，睡前这杯水可以稍微多喝一点，以免
睡觉时口干舌燥、上火。

以上的“一日七次补水法”旨在倡导大家把
每日所需水分分布在不同时段去补充，尽量让身
体始终保持在一个水均衡的状态。不过，补水要
灵活进行，因人、因时、因地而宜。容易上火、
肝脏不好、解毒代谢功能不佳的人，可以适当多
喝些；脾胃虚寒、脾虚湿重、消化功能欠缺、肺
肾功能不足者，就要少喝点；秋季天气干燥，可
以多摄入一些；雨季气候潮湿温润，就可以少喝
点。此外，一些特殊情况需要尽快补水，不必拘
泥于“一日七次补水法”。比如，吃太咸会导致高
血压、唾液分泌减少、口腔黏膜水肿等，此时需
要多喝水，最好是温开水或柠檬水，尽量不要喝
含糖饮料，糖分反而会加重口渴感；人在发高烧
时会以出汗的形式散热，容易导致体内水分大量
消耗，建议每半小时喝少量温开水或温葡萄糖
水；人在痛苦烦躁时肾上腺素就会飙升，此时坐
下来慢条斯理地喝一杯水，有助肾上腺素及时排
出体外。

生长发育、组织修复、合成肌肉、调节免
疫力……这一切都离不开蛋白质。作为人体必
需的营养素，蛋白质只有在合理摄入的情况下
才会为健康带来好处。

一是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食物蛋白质
的氨基酸组成决定了它在人体中的利用效率。
人体蛋白质的氨基酸组成是确定的，而合成这
些蛋白质必须要备齐所有氨基酸，而且它们之
间的比例必须合乎要求。非必需氨基酸不足
时，人体可以在肝脏中对氨基酸的比例进行调
整，但如果必需氨基酸缺乏，人体无法合成它
们，就只能分解人体细胞的其他蛋白质，拆解
出这种氨基酸。因此，食物蛋白质当中的必需
氨基酸越齐全，比例越合乎人体需要，它的质
量就越高。一般而言，来自于动物的蛋白质含
有充足的必需氨基酸，被称为优质蛋白质，植
物性食物中，大豆蛋白质的质量较高，也属于
优质蛋白质。其余植物蛋白质通常会有 1~2 种
必需氨基酸含量不足，质量相对较差。

二是总的摄入量要合理。中国营养学会建
议，成人蛋白质的推荐摄入量为：男性 65 克/天，
女性 55 克/天。一般来说，每日吃适量主食(男性
6 两以上，女性 5 两以上)，1~2 袋鲜牛奶或等量的
酸奶，1 个鸡蛋，40~75 克畜禽肉类，40~75 克水产
品，25~35 克大豆和坚果类，就足以补充健康人每
日所需蛋白质。一些特殊人群可根据自身情况调
整，如素食者豆制品的摄入量可以翻倍；痛风患
者可以适当增加牛奶和鸡蛋的摄入量，肉、鱼、
禽限量食用，干豆类也要限制；肾炎、肾功能不
全等人群则要遵医嘱。

三是每餐都要有优质蛋白质。在保证总蛋白
质摄入量的前提下，把蛋白质均匀分配到三餐中
利用率最高。如果一餐吃太多，用不了就浪费
了；如果一餐不吃，又要消耗肌肉，分解出蛋白
质配合脂肪来供能。而日常生活中，多数人早餐
的蛋白质通常不足，一天的大部分蛋白质在晚餐
摄入。比如，调查显示，50%以上的年轻人和 90%
以上的老年人早餐和午餐的蛋白质达不到刺激肌
肉蛋白合成的最佳量。而研究发现，以谷物为主

的早餐，以三明治或沙拉为主的午餐，以及摄入
大量肉食 （蛋白质） 的晚餐并不利于肌肉健康。
所以，从增肌的角度看，增加早餐和午餐蛋白质
含量可以让肌肉合成事半功倍；从整体健康来
讲，将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平均分到三餐里最
好。

早餐：燕麦粥 1 碗 （燕麦 25 克）、白煮蛋 1
个、牛奶 1 杯 （300 克）、西芹花生米一碟 （西芹
50 克、花生 10 克）。

午餐：米饭 （大米 100 克、小米 25 克）、红烧
翅根 （鸡翅根 50 克）、清炒菠菜 （菠菜 200 克）、
醋溜土豆丝 （土豆 100 克）、紫菜蛋汤 （紫菜 2
克、鸡蛋 10 克）。

加餐：一个中等大小苹果 （200 克）。
晚餐：玉米面馒头 （面粉 50 克、玉米面 30

克）、清蒸鲈鱼 （鲈鱼 50 克）、家常豆腐 （北豆腐
100 克）、香菇油菜 （香菇 10 克，油菜 150 克）。

注意：括号里的原材料均为生重。该食谱适
用于 18 岁以上轻体力身体活动水平的女性，男性
和重体力活动者需要在此基础上适当加量。

记忆里有美好的往事，也有令人悲伤的经
历，而平淡无奇的过去往往没有那么让人记忆深
刻。近日，德国波鸿鲁尔大学刊登在 《当代生物
学》 杂志的最新文章显示，压力状态下的记忆会
更加刻骨铭心。

研究团队纳入 33 名参与者进行求职面试场景
下的模拟测试，并营造出一种充满压力感的情
境。另外，研究团队纳入 31 名参与者进行同样的
求职面试场景，但参与者可以谈论更积极的话
题，面试官也会给予更积极的反馈。两组面试过
程中，参与者都会依次观察到 24 种不同物体，面
试结束后参与者会再次看到。整个实验过程中，
参与者的大脑活动均通过磁共振成像被扫描。

研究人员主要分析参与者杏仁核区域的大脑
活动状态，该区域的主要功能与情绪和学习相
关。他们发现，与没有接受压力面试的人相比，
那些经历了压力面试的参与者更容易记住在面试
过程中看到的物体。这表明，参与者在压力状态
下记忆的物体会加深大脑记忆。研究人员解释
称，在平稳的情绪状态下经历的事情和所处环境
会促进大脑中海马体的工作，但在不稳定的情绪
状态下经历的事情和所处环境会促进大脑中杏仁
核的工作，从而加强情景记忆的形成。

压力状态下人们会更容易记得当时所发生的
事情，所以能清晰描绘出当时经历的画面，如考
试过程我们会记忆犹新，但平常散步时的记忆就
会很模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