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柠檬有什么营养价值柠檬有什么营养价值

郝孟忠：柠檬又叫洋柠檬，因为其味酸，肝虚孕妇最喜

食，故称益母果或益母子，是一种芸香科、柑桔科常绿的小

乔木水果。柠檬中含有丰富的柠檬酸、果胶，以及各种对

人体健康有益的微量元素，被公认为“柠檬酸仓库”。柠檬

富含维生素C，能化痰止咳，生津健胃，用于支气管炎、百日

咳、食欲不振、维生素缺乏及中暑烦渴等症状，它是“坏血

病”的克星。柠檬的吃法很多，常常用来当作调料品，也用

来制作化妆品和药品。柠檬也可以直接生吃，但是更多的

是榨成汁喝。

柠檬水有什么功效柠檬水有什么功效

郝孟忠：柠檬水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多好处。首先它有清

热化痰的作用。在天气湿热的情况下，如果在饮食方面没有

注意，那么体内的湿气和外界的湿气淤积，很容易导致体内湿

浊郁积，从而导致身体出现痰多的情况。所以，当出现咽喉不

舒服或者是痰多的情况，可以将柠檬放入水中冲泡，也可以加

入少量的食盐，搅拌均匀之后服用，能够很好地清痰，令喉咙

更加舒服。

常喝柠檬水可以美白。柠檬中含有的柠檬酸、维生素C

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促进肌肤的新陈代谢及抑制色素沉

着等。

柠檬水可预防心血管疾病。现代医学研究发现，柠檬

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和维生素P，这两种维生素在进入身

体之后能够增强血管的弹性以及柔韧性，坚持服用能够很

好地防治高血压以及心肌梗塞等疾病。另外，最新医学研

究发现，青柠檬中还含有一种类似于胰岛素的物质，这种物

质在进入身体之后能够很好地降低体内的异常血糖值，令

身体恢复健康。

提高免疫力。柠檬水中丰富的维生素 C有助于免疫

系统抗击感冒。另外，柠檬水还有助于促进人体对铁的

吸收。

促进伤口愈合。维生素C是促进伤口愈合，保持骨骼、组

织和软骨健康的重要营养素之一。维生素C还有助于中和自

由基，抑制体内炎症。

抗击皮肤衰老。柠檬水的抗氧化作用有助于应对体内自

由基损害，缓解衰老进程。其富含的维生素C能够帮助氨基

酸合成胶原，保护皮肤，防止皱纹早生。

有利于减肥。对于很多久坐办公室或者经常应酬的人士

来讲，肥胖总是会让人头痛。这时候你可以喝上一杯柠檬水，

能够起到降低食欲、有效减肥的作用。

柠檬应该用开水泡还是温水泡柠檬应该用开水泡还是温水泡

郝孟忠：有的人听说用热水泡柠檬会导致维生素C受损

失，喜欢用凉水泡柠檬，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其实，泡柠檬

的水不能太凉，否则柠檬的香味泡不出来。而且，维生素C在

酸性条件下耐热性比较好，如果不用稍微热的水浸泡是泡不

出来的。但是，用过热的水泡柠檬，柠檬水的酸度会很高，所

以，泡柠檬的水温最好控制在60-70摄氏度为好。

柠檬应该带皮泡吗柠檬应该带皮泡吗

郝孟忠：柠檬一定要带皮泡，因为皮的部分含类黄酮比柠

檬果肉更高。另外，在切柠檬的时候要切得薄一点，这样可以

更好地把皮中的香气成分泡出来。

柠檬水不能白天喝吗柠檬水不能白天喝吗

郝孟忠：“柠檬水不能白天喝”这种说法在网上传得比较

厉害，有人说柠檬是一种“感光食品”，白天喝柠檬水之后皮肤

会起斑变黑。其实，这只是针对于皮肤对光特别敏感的一类

人群，而且必须是使用外用那种柠檬精油的情况，从来没有权

威的试验证明白天喝柠檬水会使皮肤变黑。

有胃病的人不能喝柠檬水吗有胃病的人不能喝柠檬水吗

郝孟忠：有人说胃病患者不要喝柠檬水，因为酸性太强会

刺激胃部，引起不适。正常情况下，用1-2片柠檬泡出来的一

大杯水，它的味道已经很淡了，并不会那么酸。另外，对于胃

酸过多的人群来讲，少量的柠檬酸是有利于胃粘膜修复的，而

对于消化不良的人群，对消化液分泌有好处。

鲜柠檬和干柠檬哪个更有营养鲜柠檬和干柠檬哪个更有营养

郝孟忠：鲜柠檬的营养价值要高于干柠檬，

做柠檬水的时候，最好用鲜柠檬。干柠檬的维生

素C等成分会有一定损失，香气也会消散不少。

黄柠檬和青柠檬有什么区别黄柠檬和青柠檬有什么区别

郝孟忠：市场上卖的柠檬分为青柠檬和黄柠檬，黄柠檬体

形较大、果皮较厚。青柠檬比黄柠檬更酸、皮更薄、汁更多。

营养价值方面，厚果皮的黄柠檬有较浓的香味，富含柠檬苦

素、类黄酮、香豆素等。果肉比例大、果汁多的青柠檬所含的

柠檬酸和维生素C比较多。

柠檬水越酸越好吗柠檬水越酸越好吗

郝孟忠：长期喝高浓度的柠檬水对身体不好，会导致很多

疾病发生。

导致肾和胆囊结石形成。柠檬含有草酸盐，如果摄取过

量，会在体内形成结晶，最终可能演变成肾结石和胆囊结石。

脱水。柠檬也是一种天然利尿剂，如果及时补充流失的

水分，柠檬水有益于健康。反之，如果补水不够，摄入过量的

柠檬汁则会对健康造成危害。

胃病加剧。柠檬泡热水后，高温会使柠檬外皮释出更多

鞣酸质，长期饮用易使胃收缩，导致胃痛及胃酸逆流加剧。

侵蚀牙齿表面的珐琅质。柠檬含酸较高，一旦摄入过多

会削弱和侵蚀牙齿的珐琅质，使牙齿变得脆弱易蛀。

本报讯（记者李晓静）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

了解到，日前，由中科院东北地理所、东北林业大学、美

国密尔斯学院和东北师范大学共同承担的植被物候对

气候变化响应方面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该研究发现

对明确陆地生态系统对区域气候变化的响应，以及预

测未来气候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植被物候是反映植被动态的重要指标，在植被

活动和生态系统功能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全球

气候变暖背景下，白天与夜间气温呈现不对称增

温。已有研究发现北半球植被春季物候对白天最

高气温 (Tmax) 响应更加明显，而在青藏高原已有

研究发现，与白天最高气温相比，夜间最低气温

(Tmin) 对植被春季物候影响更大。中国温带草原

区是世界上第三大草原植被分布区，与青藏高原地

区相比，该地区更加温暖、干旱。目前有关中国温

带草原区生态系统植被对白天、夜间增温的响应机

制仍不明确。此外，不同类型温带草原植被物候对

气候变化响应的差异仍有待于进一步揭示。基于

此，东北地理所湿地生态系统管理学科组通过构建

长时间序列植被物候数据，结合历史气温和降水数

据，分析了 1982 年至 2015 年我国温带草原生态系

统植被春季物候对气温和降水的响应。研究结果

首次揭示出，冬季和春季白天和夜间气温对我国温

带草原植被春季物候存在不对称影响，并指出未来

生态系统植被物候预测模型还应考虑不同季节

Tmax和 Tmin的影响。

植被与气候变化因果联系研究取得进展

本报讯（记者缪友银）近日，长春大学旅游学院“文

化之旅大讲堂”第二讲开讲。主讲人贺柏平教授以“文

化是旅游的根与魂”为题，深入浅出地畅谈了文化在旅

游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长春大学旅游学院部分师生

代表参加了活动。

“文化之旅大讲堂”是长春大学旅游学院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平台，也是推进学校

“文化滋养工程”的重要项目之一。“文化之旅大讲

堂”主要包括对党的重大方针理论政策、学校重要

工作举措和发展理念进行宣讲，同时传播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开展学术研讨和讲座，努力把“文化之旅

大讲堂”打造成长春大学旅游学院文化建设的品牌

和名片。

“对民办高校来说，校园文化的建设尤为重要。”

学校党委书记张洪昭认为，为办好“文化之旅大讲堂”，

学校将汇聚文化建设人才资源，切实把大讲堂作为推

进文化交流、凝练文化特色的重要阵地和平台。并以

此为契机营造“文化长旅”浓厚氛围，形成富有特色的

经验做法，使大讲堂成为学校办学、治校及开展教育教

学活动的坚实阵地，成为师生员工的精神文化家园，成

为我校大学文化的精神高地。

长大旅游学院“文化之旅大讲堂”开讲

本报讯（记者毕雪 通讯员陈宝林）为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将学生个人成长成

才的青春梦、“健康中国梦”融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开设“学习筑

梦”思政课选修课。

据悉，“学习筑梦”思政课选修课在课堂设计上紧

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思想，

以“医路同行，健康有我”为主题。以专业教育与思

政教育、校内专家与校外专家、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

相结合为原则，设立了健康强国梦、医学报国梦、健

康天使梦、大国工匠梦、完美人生梦、中药强国梦6个

课程专题。课程主要以讲座、报告、访谈等教学形

式，课堂、网络、实践、课程考核等教学模式，激发学

生报效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热情，潜移默化地实现

教育目标，让学生做到内化于心，外践于行。目

前，选修课得到了学生们的积极参与，6个专题的选

修课教学任务已全部完成。此外，学校还投资400多

万元规划建设了占地6000多平方米的室外红色教育

基地——“红色经典文化园”，作为校内实践教学基

地，打通第二课堂。

白城医高专开设“学习筑梦”思政课

本报讯（记者李文瑶）日前，长春市春城学校组织

1000名家长聆听家庭教育讲座。学校邀请青少年正

面管教教育指导师、国家心理咨询师栾福琛揭秘成功

教子的方法与技巧。

“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良好的家庭教育

是优化孩子心灵的催化剂，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必要

条件，是家庭、学校、社会所需求的重要环节。家庭教

育如此重要，您是否真的会与孩子沟通？您了解哪些

家庭教育方法？”栾福琛开场直接向听众抛出问题，请

家长介绍各自的育儿经。

栾老师总结各位家长的教育方式后，提出自己

的观点，她认为，成功的教育，家长应该注重孩子养

成教育的培养。她掏出锦囊，给家长提供了三个妙

计，“优秀的家长必须具备三种教育智慧：一个好的

习惯，好习惯会让孩子在学习和生活中受益终身。

关爱孩子，先从关注开始，多支持，多鼓励，培养孩

子的信心。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家长和孩子会共

同成长进步。”家长们说，这样的家庭教育讲座很有

必要，今后一定按照专家的指导关爱孩子，让他们

快乐成长。

让家长成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大夏天的，来杯柠檬水吧
本报记者 李晓静

柠檬泡水再加上点儿蜂蜜，酸酸甜甜的感觉非常可口，因此，柠檬水受到许多人的喜

爱。不过，不知何时开始，网上出现了许多喝柠檬水的禁忌，比如说，柠檬水不宜白天喝，尤

其在夏天，皮肤会越喝越黑；柠檬不适合用太热的水泡，以及有胃病的人不能喝柠檬水等

等。那么，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今天跟大家好好说一说。

求证专家

郝孟忠 国家高级公共营养师、中国营养
学会会员、吉林省健康协会第二届常务理事

5月30日下午，记者走进长春市少年宫，

就像是走进了艺术的殿堂，大厅、楼道、墙壁

到处是琳琅满目的剪纸、手工艺品和书画作

品。原来，长春市朝阳区中小学综合学科教

学成果汇报展示活动正在这里进行。

对于此次活动，长春市朝阳区各中小学

都设有展板和展区，共700多件作品参展。从

展板的介绍和照片能看到学校社团活动的剪

影，现场的学生作品也折射出各校的艺术特

色和校本教材建设情况。本次展示活动分两

部分，除了学生们的艺术作品，还有一场内容

丰富、编排精美的文艺节目展演。随着朝阳

实验小学“中国风”民乐团演奏的《金蛇狂

舞》，朝阳区中小学综合学科教学成果汇报展

演活动拉开了帷幕，12所学校的精品节目一

一展演。北安小学的舞蹈《盛世茉莉》，独具

特色，恢弘优美，让人身心愉悦；慧达小学的

节奏表演《杯舞少年》是音乐与杯子的交织，

是舞蹈与杯子的融合，是音乐与灵魂的碰撞；

八孔竖笛学习是宽平小学校本课程之一，孩

子们演奏的《森林的歌声》《龙的传人》被誉为

“醉美笛音”；长春市唯一的全省综合学科教

研基地校解放大路小学有“梦之翼”合唱团、

舞蹈团、军乐团、音乐剧团、美术社团和体育

社团等，合唱团演唱的《茉莉花》《国家》赢得

阵阵掌声；安民小学师生同台表演的《非洲

鼓》动感十足；明德小学将足球、羽毛球、乒乓

球作为校本课程引进课堂，综合球操《向前

冲》活力四射；红旗小学扎实开展“诗书礼乐”

进校园工程，孩子们特色表演《三字经》令人

感到传统文化在校园生根发芽。

美术教学成果展示是活动的又一大特

色。长春市朝阳区美术学科以科研促教研，

坚持走特色教研之路，打造品牌学科，形成了

以美启智、以美育人的“愉快美术”。5所学校

先后展出了美术作品。西安小学的《56个民

族》为主题的26米剪纸长卷，由美术老师张宏

设计，20名同学用了3个月的时间精心剪制

而成，表现了我国56个民族的服饰和舞蹈风

情。明德小学绳画校本课程开展了20年，孩

子们展示的绳画作品充分展现了创造力、想

象力、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解放大路小学

美术社团学生利用身边搜集的5000多个瓶盖

制作了艺术作品《中国龙》，学校先后以瓶盖、

树叶、果蔬、圆盘等身边常见的材料为艺术载

体，形成《小瓶盖大智慧》《小树叶大情怀》《小

圆盘大融合》《小画笔大魅力》《小生肖大传

承》等系列校本教材，受到学生、家长、社会的

一致好评。富锦小学展示了折纸和黏土作

品，学生们变身艺术小达人，在体验中发现

美、鉴赏美、体验美、表现美、创造美。红旗小

学的美术课程主要以黏土、纸浮雕和儿童画

为主要特色，学校在走廊开辟美术作品展示

空间，让学生在拓宽知识面的同时，个性特长

得到发展，动手能力得到提高。

接着，各校文艺节目继续登台展演。永

春中心校学生们演奏了激昂磅礴的古筝曲

《战台风》，富锦小学的同学们带来了《交警

操》，安达小学“京剧进校园”的试验班表演了

《京歌神韵》，朝阳实验小学合唱社团演唱了

《中国梦》，解放大路小学的篮球操整齐律动，

68中学的舞蹈《中国美》行云流水……最后，

演出在解放大路小学陈美言老师的歌曲《阳

光路上》中圆满结束。

长春市朝阳区教师进修学校校长苏雅娟

介绍，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推动素质教育向

纵深发展，充分发挥综合学科教育的育人功

能，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学生感受美、表

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切实提高学生

的核心素养，使综合学科课堂教学由课内向

课外延伸，搭建学生展示才能的舞台，营造良

好的艺术交流氛围。

激 扬 个 性 绽 放 光 彩
——长春市朝阳区中小学综合学科教学成果汇演活动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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