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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针对儿童不同生长阶段的营养需求，
尽快制定相应的食品安全标准，规范儿童食
品标签标识和广告宣传，让孩子们吃得开心、
放心

近日，有媒体报道，市面上一些“儿童食
品”以“少盐”“营养”“健康”“有机”等噱头吸
引眼球，而实际上只是变换了包装、体积和口
味，与同类普通食品没什么差别，标价却翻了
倍，许多父母不明就里纷纷购买。

父母爱儿女心切，什么都想给孩子最好
的。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
在为孩子们选择食品时，父母毫不吝啬。正
是利用人们的这一心理，一些商家悄悄炒作
起儿童食品。许多大型超市甚至还专门设置
了儿童食品专区，出售标有“儿童”字样的饮
用水、面条、水饺、牛排、零食、调味品等。这
些商品大都采用迷你、卡通等可爱型包装，让
小朋友爱不释手，也让父母觉得确实物有所
值。

然而，这些“儿童食品”真的都适合儿童
吗？仔细看成分，有些与同类普通食品无异，
有些还添加了口感更好的香精；再看价格，大
部分比同类普通食品更贵，有些还贵好几
倍。例如，某电商平台出售一款儿童榨菜，包
装上标有醒目的“儿童”字样，但营养表上注
明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钠等物质含
量与普通榨菜大同小异。

从营养学上看，儿童的消化功能是在出
生后才逐渐发育完善的，即在不同的阶段胃
肠只能适应不同的食物，因此儿童食品的安
全性和营养价值都应该高于同类普通食品，
才能适应儿童的肠胃发育。这就要求生产企
业在食品成分和配方上下足功夫。当下市面

上这些“儿童食品”只不过是一些商家打着幌子在借机
炒作的概念而已。

目前，我国对0至3岁的婴幼儿配方奶粉、米粉和
泥类辅食制定了监管标准，但对3岁以上儿童的食品，
没有针对性的标准，主要是依据《食品安全法》《食品添
加剂使用标准》等法律法规来进行管理。对目前市场
上所谓的儿童专用食品，比如儿童酱油、儿童牛奶、儿
童面条、儿童饼干等，其监管标准还有待完善。正是由
于缺乏统一标准和专门的法律法规，唯利是图的商家
越来越多，钻起了“儿童食品”市场监管的空子，这一现
象亟待整治规范。

面对形形色色的所谓“儿童食品”，应尽快完善监管
体系。一方面，应针对儿童不同生长阶段的营养需求，尽
快制定相应的食品安全标准，同时完善相关法律条规，规
范儿童食品标签标识和广告宣传。另一方面，及时曝光
那些打着“儿童食品”旗号、实际生产和销售劣质食品的
企业，并进行严厉惩处，让孩子们吃得开心、放心。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成
为我们最关注的话题。什么才是健
康的食品？生活中如何预防身体的
疾病？这都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
点。

秋冬稳定高血压两个原则
原则一：未病先防，已病防变，即

变防衰。未病先防，即还没有高血压
病时就要先预防；已病防变，即已有
高血压病，要防止后面带来心脑肾以
及动脉硬化更进一步的病变；但如果
是已经合并了心脑肾病变的病人，就
要即变防衰，防止器官功能衰退，如
肾衰竭、心功能衰竭等。

原则二：综合防治。综合防治
分为非药物治疗和药物治疗。非药
物治疗即“淡、静、松、动、眠”。

淡：饮食一定要清淡。控盐是
防治高血压病最主要的任务之一，
比吃任何药都重要。

静：心情要平静。高血压病人往
往性格偏急躁或者从事高危岗位工

作者，如消防队员、刑警等。除了工
作，回归正常生活后，心情一定要保
持平静，有助预防和治疗高血压病。

松：情绪要放松。要做到发自
内心的放松，而不是表面放松。

动：要运动，方式因人而异。如
果年纪大、体重比较重，爬山容易损
伤膝关节，血压也难降低，最好方法
就是平地快走。一般来说，男性保
持 10 分钟/公里，女性 12~13 分
钟/公里，这样每天坚持走 3~5公
里就相当于坚持 30~50分钟的快
走。通过临床统计发现，每天坚持
快走，血压至少能降 8毫米汞柱。
通过运动，有很多病人不仅血压下
降了，体重减轻了，体质增强了，睡
眠也好了。

眠：很多高血压病人得病之前
都有不良习惯，如长期抽烟、喝酒、
熬夜等，特别是熬夜容易引起内分
泌紊乱，是血压升高一个很重要的
原因。建议高血压患者至少每天晚

上 11点前必须睡觉，因为晚上 11
点到凌晨1点是一天当中的“阴中
之阴”，特别是到冬天，那是寒中之
阴，往往最容易伤身。

注意！老年人的高血压有点特
别

压差大。老年高血压以收缩压
升高为主，压差比较大。这是因为，
他们各器官呈退行性变化，尤其是
心血管系统，动脉硬化明显，几乎成
了无弹性的管道。心脏射血时，主
动脉不能完全膨胀，动脉内骤增的
血容量得不到缓冲，导致收缩期血
压增高，而舒张压相对较低，脉压差
进而增大。

波动大。老年高血压波动较
大，一天中忽高忽低，特别是收缩
压。这主要由于老年患者血管压力
感受器敏感性减退所致。因此，在
采取降压药物治疗期间，不能以 1
次测量结果衡量血压是否正常，应
每天至少测2次，且随时不舒服随

时测，并在医生指导下调整用药。
可能是假性的。老人由于动脉

硬化，容易出现假性高血压现象。
这类患者对降压药物耐受性较差，
更易导致严重不良反应和并发症，
应注意鉴别。假性高血压发生率并
不高，但随着年龄增长，发生率有增
加趋势。因此，对于周围动脉很硬，
血压又很高，但不耐受降压治疗，服
用抗高血压药物治疗时会出现严重
并发症的患者，若未发现明显的脑、
心、肾等重要器官损伤表现，应考虑
假性高血压。

体位性低血压多。老年高血压
易受体位变动影响，体位性低血压
的发生率较高，特别是在抗高血压
药物治疗中更易发生。体位从平卧
到坐起，或从蹲到站，血压会突然降
低，出现头晕、昏倒，这与压力感受
器敏感性减退也有关系。因此，应
慎用会引起体位性低血压的药物，
如哌唑嗪、特拉唑嗪等。必须应用
时，可在晚上临睡前服一次，如无明
显反应，再改成白天服，而且应从小
剂量开始。

并发症与合并症多。老年人由
于生理机能减退，患高血压后容易
引起心、脑、肾的合并症，如心绞痛、
心梗、脑卒中、肾功能不全等。此时
需要特别注意，不要应用加重合并
疾病的药物。

用药时易抑郁。老年人神经系
统功能较低，用药期间更易发生抑
郁症。因此，应避免选择作用于中
枢神经系统的抗高血压药物，如可
乐定、甲基多巴等。对有抑郁倾向
的患者，脂溶性β受体阻滞剂，如倍
他乐克也应慎用。

血压控不好，脏器会报警
在很多情况下，高血压对人体

的影响就像“温水煮青蛙”，开始一
段时间病人可能并未感到不适，但
机体长期处于“高压”状态下，会慢
慢给脏器带来损害。

心慌、胸闷，心脏在“诉苦”。如
果高血压患者出现心慌、胸闷、胸
痛、下肢水肿等症状，说明心脏已经

出了问题。血压长期处于较高水
平，会导致心脏扩大、心脏电活动紊
乱，逐步引起心脏舒张、收缩功能减
退。此时，患者会出现心悸、心律不
齐，还可能因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狭窄而出现活动后胸闷、胸痛等症
状。因此，高血压患者出现上述症
状，要尽早到医院做心电图、心脏彩
超等检查，必要时还要做冠状动脉
造影检查，明确有无血管狭窄、堵
塞，避免发生严重后果。

眼皮肿、夜尿多，肾在“呼救”。
高血压患者如果发现眼皮肿、夜尿
增多，或血尿、泡沫尿，说明肾脏功
能出了问题。肾脏是我们身体的

“净化器”，其功能减退与长期高血
压导致肾小球动脉硬化、肾脏滤过
功能下降有关。此时，除了进一步
控制血压外，要及时到医院做尿常
规检查，了解有无尿蛋白，还要做肾
脏彩超，看肾脏结构是否出现异常。

两臂压差大，动脉在“抱怨”。
每个人的双上肢血压都略有不同，
身体健康者差值可达5~10毫米汞
柱，但高血压患者若出现两臂血压
差很大，或走路时间长了下肢疼，休
息后好转，说明上肢或下肢动脉已
经硬化，甚至狭窄、闭塞。这与高血
压长期控制不佳，合并外周动脉粥
样硬化有关。此时，患者应尽快到
医院做血管超声、增强 CT、血管造
影检查，明确堵塞部位，尽早采取相
关治疗。

头晕、身体发麻，脑血管在“挣
扎”。如果高血压患者突然出现头
晕、视物模糊、上下肢运动障碍或麻
木、言语不清等情况，说明脑供血出
了问题，影响到大脑功能，发生了脑
中风。这是由于血压长期过高，令
脑血管堵塞或破裂所致。家属应立
即拨打120，方便医生尽快给患者
进行头颅CT检查，做好溶栓治疗或
介入取栓治疗的准备。

如何正确测量血压
正常人一天当中血压是有起伏

波动，人在睡眠时血压最低，静静地
坐着时血压则保持平稳。紧张、吸

烟、谈话和饮咖啡会令血压升高，饭
后、运动后、安静阅读时血压则会下
降。因此，要准确量度血压，在量血
压前一小时不应服食药物和进食，
测量前30分钟内禁止吸烟、饮咖啡
或茶等，更应该提前排尿，避免忍
尿，膀胱脤满会令血压升高。测量
血压前，宜先静坐在温度适中的房
内5分钟，在安静的状态下，同一时
间，测量同一上肢，这样调整药物时
比较准确。

无论男女和是否有高血压病，
一般是测量右上臂血压，因为血压
的标准制定也是根据右上臂血压结
果制定的，大多通过右侧上臂进行
测量。测时，手心向上自然放松，将
血压计手腕带下方放置在储存盒或
软垫上，并使手腕带位置与心脏同
高，不能过高或过低。如右侧曾患
血管畸形、大动脉炎、偏瘫或左侧测
量值高于右侧，建议测量左侧，以高
侧测量为测量结果。初次测血压的
人，可以选择左、右上臂血压都测，
以获得准确的血压，等相对明确哪
个手臂血压高了，就只测高侧的上
臂血压。

量血压坐着还是躺着？
早上测血压，应该坐着还是躺

着？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姿势不
同，对血压测量结果有影响。建议
行动不便的老人，卧位和坐位都测
一次，如果差别不大，则以坐位测量
值为准。坐位时，肱动脉更接近心
脏水平，血压相对更准。

有一些高血压患者没有症状，
从不知道自己血压高，直到出现并
发症后才去医院。高血压对血管、
肾脏、心脏等靶器官存在长期威胁，
它是一个需要长期管理、定期监测
的疾病。建议选择长效降压药，缓
和、平稳降压。日常血压管理要有
个“监测笔记”，包括清晨进食前、三
餐后、睡前的血压，把监测数据带给
医生，据此调整降压药用法、用量，
达到精准治疗。很多心脑血管事件
发生在清晨，控制好清晨血压，就能
减少心脑恶性疾病的发生。

秋冬季节如何稳定高血压？遵守两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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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乘坐飞机有辐射，很多
人会担心这种辐射会对身体产生影
响。网络上甚至出现了“坐一次飞机受

到的辐射，等同于进行10次X光胸透”
的说法，事实真的如此吗？对于怀孕的
妈妈来说，到底还能不能坐飞机？一起

来了解一下吧。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辐射的单位，

辐射的剂量衡量单位是mSv（mSv豪希
弗是辐射剂量的基本单位之一，是适合
计算人类承受辐射剂量的一种单位）。
下面我们用数据说话，CT扫描一次剂量
大约为2mSv~10mSv，平时做X射线的
心肺检查，一次辐射基本是0.2mSv左
右，而航空飞行的辐射一般是每小时
0.005mSv。也就是说，一次胸部CT产
生的辐射量相当于乘坐从北京飞往上
海的飞机几百次，一次X光检查也大致
相当于坐几十次飞机的辐射量。所以

“坐一次飞机受到的辐射，等同进行10
次X光胸透”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
的。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有各
种各样的辐射，在飞机上人体受到的辐
射确实会稍微强一些，因为飞机处于高
空中，空气会变得稀薄。飞机距离地球
表面越远，单位空间中的气体分子数量

就越少，反射来自外太空的射线的气体
分子就越少。在大气屏蔽作用减弱的
情况下，人体接受到的辐射就变多了。
有研究表明，飞机飞行高度每增加两千
米，人体受到宇宙射线照射剂量就会增
加一倍。在距离地表一万米的高空中，
宇 宙 射 线 的 强 度 大 约 有 每 小 时
0.006mSv。但是，也不排除有辐射大
的时候，那就是太阳耀斑爆发的时，这
时太阳会产生大量的辐射，不过发生这
种情况的概率是很小的，科研人员也会
进行预警，所以不用太担心。

那么，怀孕的妈妈可以坐飞机吗？
我们知道，在怀孕期间，特别是在怀孕
早期胚胎的形成和发育阶段，孕妇是相
当脆弱和敏感的。美国核能管理委员
会建议，孕妇在怀孕期间的辐射剂量应
为每年小于 5mSv，远低于对成年人每
年辐射剂量上限的推荐值 50mSv。所
以只要不是太频繁的飞行，孕妇坐飞机
是没问题的。

乘坐飞机有辐射？影响并没有这么大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朋友
会去眼镜店清洗眼镜，超声清洗仪
器是如何用清水便除去了眼镜上
的灰尘以及油污了呢？

超声波清洗眼镜的原理是利
用超声波在液体中的空化作用、加
速度作用及直进流作用，对液体和
污物直接、间接的影响，使污物层
被分散、乳化、剥离，而达到清洗目
的。简单说来，就是超声波可以每
秒数以万计的高速振动在液体中
传导，在水中形成微观强烈冲击波
和高速射流，不断作用于清洁用水
以及眼镜表面。此时，眼镜表面以
及镜框缝隙处积累的污渍会因为
受到高频震动而逐渐被震碎，进而
和镜片以及镜框分离。不仅如此，
超声波的震动也有利于清洗剂将
眼镜上的一些污染物清洁掉，例如
油状污渍等。

使用超声波清洗仪来清洗眼
镜需要采取正确的方法。首先，
由于超声波清洗仪是依靠超声波
在水中的传导，所以在清洗前，应
该在其中加入适量的洁净水，否
则会影响清洁效果，也可能会损
害清洗设备。其次，由于超声波
的作用足以清洁眼镜上的污垢，
所以无需额外过多添加清洁剂。

少量的清洁剂有利于增强清洗效
果，倘若过多添加，则可能腐蚀清
洗设备以及眼镜本身。最后，控
制清洗时间也是很有必要的。超
声波清洗可以使附着在表面的污
渍与眼镜分离，同时，在清洗时间
过长的条件下，眼镜上粘合的装
饰性材料也可能和眼镜的主体结
构相分离，造成眼镜损毁的后

果。所以，眼镜的清洗时间也并
非是越长越好，一般两分钟左右
即可。时间过短会无法达到清洗
效果，过长则可能损毁眼镜。

知道了超声清洗的原理，有助
于我们更好了解超声清洗仪，从而
按照正确的使用方法，合理添加清
洗剂，设置合理的清洗时间，更好
地清洁眼镜。

超声波可以清洁眼镜，
背后的原理你知道么？

近年来，甲状腺疾病发病率呈现快
速上升的趋势。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会
最近完成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甲亢的
患病率是1.22%。

甲亢到底是什么病呢？广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陈定宇解答，甲
状腺就是调节人体代谢的发动机，它可
以通过分泌甲状腺素调节人体的新陈代
谢水平。甲亢的全称是甲状腺功能亢
进，是常见的内分泌疾病，是甲状腺素分
泌过多造成的。甲亢患者的代谢水平很
高，症状也非常多。

值得注意的是，性情变化是甲亢的
主要症状之一。陈定宇主任说，患有甲
亢的患者容易激动，比较烦躁，在别人看
来原来温柔之人，现在变得急躁易怒，性
情变化较大。其次，患者往往难以集中
注意力，工作效率低下等。

如果有以上症状的话，建议及时就
医。陈定宇主任指出，甲亢属于内分泌疾
病，内分泌科挂号。需要抽血化验甲状腺
素和促甲状腺素水平（一般体检不含这些
项目）。发生甲亢时，甲状腺素（T4）和三
碘甲腺原氨酸（T3）升高、促甲状腺素
（TSH）降低。值得庆幸的是，甲亢是可以
治愈的，但容易复发，需定期复查。

这里要提醒的是，甲亢患者(不论
有无结节)都需要“忌碘饮食”。要严格
吃无碘盐（避免在外就餐）；不吃腌制、加
工食品(查看配料表，添加了盐的都不
吃~自己用无碘盐制作的可以吃)；不吃
海藻类、海贝类、海虾海蟹(淡水产品代
替)；蛋类只吃蛋白(蛋黄不吃）；坚果只
吃未加工过的；不吃含有碘成分的保健
品(包括各种复合维生素等，吃之前记
得看清楚成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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