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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缺营养 身体会表达
头发干枯容易断、身体乏力脸发
白、口角发炎眼睛痒……当出现这些
症状时，排除生理病变外，可能是提
示你身体正在缺营养，该好好注意饮
食了。
头发干枯发黄，脱发严重，指甲
发脆容易断：蛋白质摄入不足。头发
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如果饮食中蛋
白质不足，会引起脱发、头发干枯发
黄易掉等问题。皮肤、指甲的主要成
分也是蛋白质，供应不足时，会出现
皮肤枯干易起皱、指甲生长慢且发脆
易断等情况。此时建议多吃鸡蛋、牛
肉、鸡肉、奶制品、大豆及其制品等，
它们均富含优质蛋白质。
夜晚视力降低，皮肤干燥、粗糙，
皮屑较多：缺乏维生素 A。这种维生
素与视力关系密切，一旦缺乏，会使
人对弱光敏感性下降，日光适应能力
减弱，天色一暗就看不清东西，严重
的会发生夜盲症。维生素 A 还有助
维持皮肤黏膜的完整性，摄入不足会
导致皮肤干燥、粗糙，皮屑增多。维
生素 A 的最有效食物来源是一些动
物性食品，如动物肝脏、全脂奶、全脂
酸奶、奶酪、蛋黄、多脂的海鱼等。此

外，β-胡萝卜素能在人体内转化为
维生素 A，富含这种营养素的食物有
深绿、橙黄或深黄色的果蔬。
身体乏力、头晕，面色苍白，烦躁
或呆滞，注意力不集中，学习能力下
降，可能预示身体缺铁。铁是人体重
要的必需营养素之一，是微量元素中
含量最多也是最容易缺乏的一种。
铁的最佳食物来源是富含血红素铁
的红色内脏和肉类，如动物肝脏、肾
脏、心脏、禽类的胗、动物血、红色的
牛羊肉和瘦猪肉等。
口角发炎、嘴唇肿胀、眼睛瘙痒、
溢脂性皮炎：该补维生素 B2 了。这种

维生素是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
代谢中必不可少的物质，主要食物来
源是奶类食品、蛋黄、深绿色叶菜、谷
物、豆类、坚果、鱼肉类及内脏，含微
生物的食品如酸奶、奶酪、酱豆腐、豆
豉等通常也富含维生素 B2。
便秘：膳食纤维吃少了。导致便
秘的饮食原因有以下几个：第一，膳
食纤维吃少了，膳食纤维能促进肠道
蠕动，增加排便，全谷物、蔬菜、菌藻
类和水果是膳食纤维的好来源；第
二，水喝少了，每天清晨喝一杯温开
水可以刺激胃结肠反射，促进肠蠕
动；第三，肠道的有益菌群少了，此时
要多吃富含益生菌的发酵食物，比如
酸奶；第四，吃得太清淡，缺少油脂，
可以吃些芝麻、核桃等原味坚果。
腿抽筋：缺矿物质。腿抽筋不仅
仅因为缺钙，可能还缺镁、钾，或者说
钙、
镁、
钾的平衡机制被打破了。这些
重要营养物质的缺乏不仅引起抽筋，
严重时还会引起脚、小腿和大腿等部
位持续不适。富含钙的食物有奶制
品、
豆制品和绿叶菜；
豆类、
坚果、
全谷
物等是镁的好来源；钾的好来源有果
蔬、
薯类和豆类。
（王曦 戴民慧）

睡不着喝点酒？适得其反

这些睡眠误区要注意
人的一生中，睡眠占了近 1/3
的时间，它的质量好坏与人体健康
与否有密切关系。日常生活中，有
一些关于睡眠的误区同样值得我
们注意。
误区一：边看电视边睡觉 边
看电视边睡觉，对健康人和睡眠有
问题的人来说都是不好的习惯。
有困意就要去床上睡觉，而且在床
上不要做与睡觉无关的事情。
误区二：喝酒有助于睡眠 大
家是不是都觉得喝酒后入睡很
快？酒精对于入睡是有一定的帮
助，但是酒精会损害我们的睡眠质
量、破坏正常的睡眠结构，而且容
易导致早醒。事实上，喝酒不仅不
能解决已有的睡眠问题，还会导致
其他睡眠问题的出现。
误区三：睡前剧烈运动有助于
睡眠 睡前做一些剧烈运动，让身

体疲劳有助于睡眠，这个观点也是
错误的。如果在睡觉前剧烈运动，
会增强我们交感神经的活动，使得
大脑过度兴奋而影响入睡过程。
误 区 四 ：晚 上 失 眠 白 天 补 觉
晚上没睡好，白天补一觉；工作日
睡不够，周末补个大懒觉。对健康
人来说，这不是太大的问题，但这
种方法是不可取的。白天补觉会
影响机体正常的生物钟，升高睡眠
阈值，导致晚上继续睡不好。所
以，即使一整晚不睡，白天也不要
补觉，可以适当地进行一些体育活
动，把觉都留到晚上去睡。
误 区 五 ：打 呼 噜 的 人 睡 得 香
很多伴侣间都有过这样的抱怨：你
晚上睡得可太香了，那呼噜打得特
别响，吵得我一宿睡不着！实际情
况是，晚上睡觉打呼噜并不能使人
睡得香，反而会引起第二天早上头

疼、白天嗜睡、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同时
还影响了伴侣的睡眠质量。长期打呼噜
会导致高血压、血糖异常、认知损害、代谢
紊乱、消化不良等多种身体问题，一定要
予以重视。
误区六：长期忍受睡眠障碍困扰，却
没有意识到要去寻求专业治疗 很多人觉
得睡不着不是病，即使失眠了也只能忍
着。其实，睡眠障碍对人的伤害是非常大
的。它不但会使患者精神萎靡、头昏脑
涨、情绪失落，而且长期下去有可能发展
成为抑郁症而自暴自弃，进而产生悲观厌
世的想法。同时，长期睡眠障碍还会严重
影响身体健康，特别是对于有基础心血管
病和慢性病的人群，对睡眠障碍必须要重
视起来。如果自我调节不成功，效果不明
显，一定要到正规医疗机构寻求专业医生
的帮助。相信通过医生系统的评估、治疗
之后，睡眠质量一定能够得到改善，睡眠
障碍一定能够被克服。
（孙星）

用筷子也要讲卫生
中国人的餐桌离不开筷子。俗
话说病从口入，在大家对食材精挑细
选的时候，有注意过同样要频繁与口
腔接触的筷子吗？要保证饮食卫生，
筷子的使用必须得讲卫生：一是要定
期更换，
二是要正确清洁。
一双筷子每次经过搓洗，都将在
其表面留下裂痕，裂痕里就会藏污纳
垢。使用时间越久，裂痕就越多、越
深，所产生的微生物也会更多，大肠
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幽门螺旋杆

菌出现的概率越大。如果筷子上出
现非木头本色的斑点，表示筷子已发
霉变质；出现弯曲、变形，表示已受潮
或搁置时间太长；颜色发生变化，表
示材质本身性质发生了变化；闻起来
有明显酸味，则是受污染的信号。以
上情况一旦出现，就不可继续使用。
建议家庭中使用的筷子 3 个月到 6 个
月更换一次为宜。
正确清洁筷子可从以下几个方
面入手。
1. 就餐完毕及时清洗餐具。一
些人吃完饭习惯把碗筷放一边或泡
上水，过几个小时再洗，这样最容易
使细菌在筷子上泛滥，甚至侵入到筷

子内部，
难以清除。
2.用流动水仔细清洗筷子后，
应沥
干水分，筷子头朝上放进专门收纳筷
子的器皿中。最好是选择底部及周围
有镂空设计的器皿，
摆放在通风处，
不
要放在不透气的橱柜中。同时，经常
清洁收纳筷子的器皿，
避免细菌生长。
3. 保 证 每 周 一 次 高 温 消 毒 。
在 100℃沸水中煮筷子 10 分钟至 15
分 钟 ，可 以达到较为理想的杀菌效
果。
（闫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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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龋齿，
早餐后再刷牙
起床后，有个问题困扰着不少人：先吃早
饭，
还是先刷牙？先吃饭，
口腔里味道重，
有些
没胃口；
先刷了牙，
饭后又觉得牙齿不干净了。
我们日常刷牙，
一是为了清除口腔中的食
物残渣，
二是清除口腔细菌。细菌繁殖速度非
常快，尤其夜晚睡眠时，可抑制细菌的唾液酶
分泌量较白天大大减少，
导致清晨口腔内细菌
量惊人。两次刷牙间隔时间内产生的细菌，
会
在12小时后形成新的牙菌斑，
并进一步导致龋
齿和牙周病。早上刷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
牙菌斑成熟前，将细菌“赶出”口腔。所以，早
饭前后刷牙对于普通人来说区别不大。
需提醒的是，研究表明，牙垢和进食后口
腔中残留的糖分会发生化学反应，产生的酸
性物质会对牙齿进行腐蚀，引起龋齿。而且，
进食后酸性物质的形成速度非常之快。因
此，已经有龋齿或容易长龋齿的人，最好是早
饭后再刷牙。有牙周炎的患者，起床后最好
先刷牙清理细菌，然后再吃早餐，餐后好好漱
口，清除食物残渣。
（毕良佳）

摄入过多“垃圾食品”
易导致青少年睡眠问题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主导的一项新研究
发现，频繁摄入碳酸饮料和快餐食品的青少
年，更容易出现睡眠障碍问题。
这项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世界卫生
组 织 2009 年 至 2016 年 的 全 球 校 园 健 康 调
查。这项调查涵盖了东南亚、非洲、南美洲和
东地中海部分地区 64 个高、中、低收入国家的
175261 名当时年龄在 12 至 15 岁的学生。
“碳酸饮料往往含有咖啡因，快餐食品
往往含高热量但缺乏营养，过于频繁地摄入
这些食品，睡眠障碍出现的几率也在增加。”
昆士兰大学健康与康复科学学院研究员、副
教授阿萨德·汗说。
研究发现，每天喝 3 杯以上碳酸饮料的青
少年比每天只喝 1 杯的同龄人出现睡眠障碍
的几率要高出 55%。每周有 4 天以上吃快餐
食品的男性青少年出现睡眠障碍的几率比每
周只吃 1 次快餐的男性青少年要高出 55%，而
这一几率在女性青少年中高出 49%。
研究还发现，调查所涵盖的国家中，频繁
摄入碳酸饮料和快餐食品的问题在低收入国
家以外的国家中都非常普遍。高收入国家的
青少年在出现睡眠障碍和摄入碳酸饮料方面
显示出了更高的关联度。
阿萨德·汗表示，
睡眠质量差会对青少年的
健康和认知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他呼吁学校营造
限制碳酸饮料和快餐供应的氛围，
并建议家庭也
着力培养健康的饮食习惯。（郝亚琳）

“搓手法”充盈气血
在冬天，人们经常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
——搓手。在中医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充盈气血行为。
中医学认为，
“气血盈，则百病而不生，气
血亏虚，百病皆生”。气与血是构成人体和维
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寒为冬季的主
气，其致病特点是易损伤人体阳气，人体气血
津液的运行，全仰仗一身阳气的温煦推动，阳
气受损，则失其正常的温煦气化作用。而搓
手这个动作，可通过疏通经络达到充盈气血
的目的，
调和气血、抵御寒邪。
正确搓手的方法是：首先搓手掌，掌心相
对，
手指并拢相互揉搓；
然后搓手背，
手心置于另
一只手的手背，
呈垂直放置，
手心揉搓手背，
双手
交换进行；
最后搓手指，
弯曲各手指关节，
半握拳
把指背放在另一手掌心旋转揉搓，
双手交换进
行。搓手的时间和力度因人而异，
手微微发红，
自觉双手发热甚至微微汗出即可。
（全毅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