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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答疑】

夏天喝茶夏天喝茶
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好处？？

问：许多人喜欢夏天喝
茶，请问夏天喝茶到底有什么
好处呢？

答：炎热的夏季，人们往
往喜欢喝冷饮来消暑，但其实
喝茶也能起到消暑的作用，而
且 喝 茶 比 喝 一 般 饮 料 更 有
益。茶一直是中国人最喜欢
的饮品之一。它的主要成分
有咖啡因、多酚类化合物、维
生素、矿物质元素、酚基胶。
夏天喝茶有以下好处：

1.可散热降温、生津止渴
茶叶当中含有咖啡因，喝

茶能使大脑皮层活跃，这样就
能振奋精神、提高工作、增进
思维和学习的效率，而且茶中
的茶叶也是一种很好的清凉
剂，喝茶的时候能带走你身体
里的热量。另外，茶中的氨基
酸、水溶果胶质、茶多酚、芳香
物质等都能够刺激口腔薄膜，
促进唾液分泌，从而起到生津
止渴的功效。

2.可补充钾盐、水分
夏天人们排出的汗液明

显增多，体内的钾盐会随着汗
水的排出而丢失，而茶叶是含
钾食物，红茶中钾的平均浸出
最多，为每克茶汤 24.1毫克，
另外排出体外的大量汗液会
导致体内水分不足，因此要不
断地补充水分。

3.能有效预防胃、肠消化
道疾病

茶叶里面含有一种茶多
酚，这种物质能有效杀灭细
菌，对伤寒菌、痢疾杆菌、霍乱
菌等有很好的作用。

特别是茶多酚中的儿茶
素类物质能够杀灭或抑制多
种对人体有害的细菌，如霍乱
弧菌、肉毒杆菌、大肠杆菌、肠
炎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等。所以说饮茶不仅能够抑
制有害细菌的生长，而且还能
促使有益细菌增殖，提高肠道
的免疫功能。

当然，喝茶因人而异，不
同的情况喝不同的茶。

胃不好的人多喝红茶 红
茶是一种发酵茶，比绿茶含有
更多的咖啡碱，提神利尿的功
效也较绿茶要好。一般认为，
红茶是“热性”的，特别适合肠
胃较弱的人喝。

女性适合喝花茶 花茶较
适宜女性饮用。它有疏肝解
郁、理气调经的功效。如茉
莉 花 茶 有 助 于 产 妇 顺 利 分
娩；女性在经期前后和更年
期，性情烦躁，饮用花茶可减
缓这些症状。

经常熬夜者喝绿茶 熬夜
需要提神，提神则主要依靠茶
叶中的咖啡碱含量。发酵茶
类经历了发酵过程，咖啡碱含
量会略有下降，而绿茶制作工
艺中没有发酵环节，营养成分
比较多，可以提神、抗辐射、增
强机体免疫力。普洱生茶也
有同样效果。

温馨提醒：绿茶、普洱生
茶虽然有助提神，但毕竟熬夜
不好，还是少熬夜哦！

□ 摘自《东方城乡报》

樱桃型黑番茄栽培技术要点樱桃型黑番茄栽培技术要点
樱桃型黑番茄原产南美洲，是番

茄家族的珍品，因其果色和果实均为
红黑色而得名。其果实药食兼用，具
有浓郁的水果香味，酸甜适度的口感，
营养价值高，特别适合鲜食；还含有
大量的茄红素和丰富的维他命C及抗
氧化剂。樱桃型黑番茄的栽培技术要
点如下:

1.床土准备。育苗所用的土要尽
量干净，不带病原菌，床土配制一般比
例为，4份松散土：3份草炭：3份腐熟
透的圈粪土，待各种配料混匀后晾晒
干，用1000倍的多菌灵浇透床土，防
止猝倒病的发生。

2.选择适宜的播种期。确定的方
法一般是，先确定定植期，然后根据番
茄的适宜苗龄向前推算。春季苗龄期
一般为65～75天，如计划3月下旬定
植（包含10～15天苗龄期），适宜的播
期应为1月下旬。秋季苗龄期为50～
60天，如计划9月上旬定植，适宜的播
期应为7月下旬。例：赶上当年劳动
期间鲜食，最好在3月下旬前定植，则
1月下旬启动育苗。赶上当年国庆期
间鲜食，最好在8月下旬前定植，则7
月上旬启动育苗。赶上次年元旦至春
节期间鲜食，最好在11上旬前定植，

则9月至10月上旬启动育苗。
3.播种前可对种子进行处理。用

25℃水中浸泡1小时，让种子散开，互
不粘贴。拌上筛过的细土，让散开后
的种子撒播更均匀。

4.播种及管理，播种密度一般200

粒／平方米（或者用育苗钵育苗），必
须均匀撒播，然后盖3～5毫米厚左右
的细土（用筛子筛出细小颗粒土，以盖
住种子），最好用薄膜蒙盖育苗床，以
保持湿度，环境温度保持18℃～35℃
适宜出苗。

7天左右出苗率达到 50％，
10天后出苗率超过80％（国际标
准种子出苗率80％），(夏天育苗
需要遮阴处理,出苗后25天左右
当气温在 35℃以下时可去掉遮
阳网)。保持土壤见干见湿，防止
徒长。需注意英国blackcherry品
种种子催芽温度：25℃,注意28℃
以上种子发芽势受到抑制。变温
催芽最佳，能确保苗子大小均匀，
温 度 变 化 参 考 25℃ —20℃ —
25℃—20℃振幅。

5.重点强调要保持湿度但又
不能让种子泡在水中，否则发生
烂种现象；同样，当幼芽刚刚露出
地面时，更不能太干燥，否则发生
芽胚坏死现象。育苗时浇水只能
微喷多次，忌讳大水直冲，而且育
苗期间不要施加任何肥料水。

6.种苗移植。在苗高 10～
25厘米，5～7片真叶或苗龄50天
左右，选择无风的晴天及时定植，
下雨前定植最好。当环境温度高
于30℃作定植苗时，需要设遮阳
网 7～10天定根存活，定植完必
须一次浇足水，以便定根弥合。

□ 侬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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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树结果后，消耗了大量的营养，
而桃采收后恰逢雨季，如果能够及时
加强技术管理，可以增加树体的营养
积累，尽快恢复树势，形成良好花芽，
为提高下一年的桃产量和质量创造有
利的物质条件。

通过地下肥水管理，使树体迅速
吸收和补充营养，方法是桃子采收
后，及时追施一次速效化肥，初果期
树每株施用尿素0.25公斤，成龄树每
株施用尿素0.5公斤。一定要控制氮
肥的使用量，防止枝条徒长，影响花
芽分化。一般在7月压一次绿肥。结
合病虫害防治进行叶面喷肥，7月用
0.3%～0.5%尿 素 溶 液 ，8～9月 用
0.3%～0.5%磷酸二氢钾溶液，每次间
隔15天。9～10月结合深翻扩埯施一
次基肥，以充分腐熟的农家有机肥为
主，三元复合肥为辅。初果期树每株
施用有机肥 50～100公斤，三元复合
肥0.5～1公斤，成龄树每株施用有机
肥 100～200公斤，三元复合肥 1～
2公斤。施肥方法用环状沟或放射状
沟均可，施肥深度30～50厘米。桃子
采收后一般雨水较多，可不必浇水，
若干旱时间太长，可酌情浇水，雨季
要排水防涝、中耕除草，防止土壤板
结，土壤封冻前浇封冻水一次。

通过修剪，使树体通风透光，促进
光合作用，形成良好花芽。首先疏除
过密枝、病虫枝、劈折枝、重叠枝、细弱
枝，改善光照条件。对直立骨干枝软
化开角，缓和树势。对背上直立徒长
枝，有生长空间的软化或扭梢，控制其
生长势，培养成结果枝组，扩大结果面
积，无生长空间的疏除。对结果后下
垂的衰弱枝条，可以适当回缩，以减少
营养消耗，促进其更新复壮。对长果

枝可以适当短截，培养成紧凑的结果
枝组。9月底对未封顶的新梢摘心一
次，促进组织生长充实。

对生长过旺的树，可以对树冠喷
施多效唑，以控制营养生长，促进花芽
分化。

方法是待新梢长度达到 30厘米
且要抽生二次枝时，树冠喷布15%的
多效唑300～500倍液1～2次。

桃子采收后的主要病虫害
是细菌性穿孔病、蚜虫、潜叶蛾、
红蜘蛛等，要适时防治。细菌性
穿孔病的防治要以预防为主，从
6月上旬开始，叶面喷施硫酸锌
石灰液，配比为硫酸锌：生石灰：
水＝0.5：2：120，每 15天 1次，共
4～5次；蚜虫可用10%的吡虫啉
粉剂 3000倍液或 25%的蚜虱速
克乳油 2000倍液防治；潜叶蛾
可用 25%的灭幼脲 3号 1000倍
液进行防治；红蜘蛛可用20%的
螨死净悬浮剂 3000倍液或 1.8%
的齐螨素乳油4000倍液，或30%
的蛾螨灵 2000倍液防治。对流
胶病，一是要尽量避免枝干遭受
机械损伤；二是将枝干上的流胶
刮除后，用生石灰10份、石硫合
剂 1份、食盐 2份、植物油 0.3份
加适量水配成的保护剂，涂抹患
处或剪口处即可。秋季涂白，可
以降低昼夜温差，防止冻害和日
烧，还可以杀灭树干上的病虫
害，其配比为生石灰：石硫合剂：
食 盐 ：水 ＝5：1：1：20，黏 土 少
许。将配制好的涂白剂均匀涂
在主干上不往下流即可，注意不
要涂枝梢，以免烧坏芽子。

□ 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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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病虫害

描绘青春色彩描绘青春色彩 享受运动狂欢享受运动狂欢

拒绝说拒绝说““不不””
（上接1版）每个人的窗口代表着生
态岛的“脸面”和“形象”，以“等不
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责任感、

“坐不住”的使命感、“赶不上”的危
机感，抓紧对标提升，切实担负起应
负的责任。

拒绝说“不”，就要多作“价值判
断”而非“技术判断”。也就是说，对
于企业和群众的服务诉求，我们首
先要看这件事“该不该做”，而不是
看“能不能做”。作“技术判断”，看
上去是按照制度规定办事，实则是

不作为的表现；而作“价值判断”，则
需要有创新突破的担当和智慧。制
度约束和办事高效并非是一对矛
盾，从固守的角度来说，有的制度是
红线，完全不可触碰，否则就会头破
血流；从创新的角度来说，有的制度

已明显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要
求，更不符合群众的需求，我们
就可以勇于创新。如何把握好
度，是一门技术，更是一门艺
术，关键在于是否有发展观、是
否心中有民。

（上接1版）近年来，彩虹跑在国内越
来越流行，人们对于活动的参与度也
越来越高。

本次“瓜果飘香”彩虹跑活动，
是以“运动崇明、户外天堂”为主题的

2018年第二届崇明休闲体育大会中
的一项特色活动，以徒步或跑步的形
式进行，全程 11.5公里。活动中，五
彩的玉米粉抛洒现场，点燃了参赛
者的热情；崇明本地特色农产品也

亮相活动，供参赛者品尝。活动主
会场和沿途还设置了彩粉大战、缤
纷手印墙、水枪大作战、身材挑战门
等互动环节，趣味十足。参加彩虹
跑，选手们不仅挥洒了汗水，也在风

景秀丽的田园里，充分体验到
了崇明的美丽风光、崇明美食
和乡村文化，享受到了运动带
来的健康和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