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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开心了，来一份巧克力派、马卡
龙或是直接豪饮一罐“快乐肥宅水（可
乐的昵称）”。很多人都深信不疑：虽然
甜味有增肥风险，但却能给人带来快
乐。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甜味给人带
来短暂的愉快之后，很快会让人重新归
于沮丧和抑郁的状态。长此以往，甚至
可能更加严重。

对相关观察性研究所做的汇总分
析发现，甜饮料消费量增加可能会促进
抑郁风险。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可乐等
高糖饮料一口都不能喝。数据分析表

明每天喝 2小杯以上才有显著效果，每
天喝 3罐可乐饮料可以增加 25%的抑郁
风险。按糖的摄入量来分析，15g以下
的糖摄入量和抑郁风险没有关联，但在
15g~100g 之间，随着摄入量的增加，抑
郁相对风险上升。这个结果提示我们，
如果只喝一杯酸奶是不用担心的，因为
按 12%的碳水含量来算，100g酸奶中只
有7.5g的添加糖，200g中是15g添加糖。

日本研究者在一项对近千人的3年
定群追踪研究中发现，每天喝甜饮料多
的人，的确抑郁风险会增加。消除了年

龄、性别、地域等因素的影响之后发现，
那些每天4杯以上甜饮料的人和一周不
喝 1杯的人相比，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
增加了90%。在消除社会经济地位和基
线抑郁评分等因素的影响之后，喝(甜
味)饮料最多的和最少的一组相比，仍然
有 68%的增加。如果不是比较“出现抑
郁症状”，而是比较“抑郁量表得分超过
19”，那么差异更为巨大，喝饮料最多的
和最少的一组相比，风险增加 162%之
多。

有人可能疑惑：喝甜饮料、吃甜食，
确实会让我感觉很快乐啊，是不是因果
关系搞反了？没准是那些抑郁的人更
想吃甜食喝甜饮料，而不是喝甜饮料吃
甜食让人变得抑郁？

首先，日本学者开始这项研究时，就
对近千名受访者做了抑郁症状调查，经
调查他们均不属于严重抑郁人群。在3
年时间中，也完全顺其自然，让受访者按
以往模式来吃喝，只是定时调查受访者
的情况，然后分析数据。如此观察记录3
年后，再对受访者的抑郁症状和抑郁问
卷评分进行调查。结果就是，喝甜饮料
最多的人，抑郁评分上升也最多。

其次，一种食物的当时效果和长期
效果未必一样。吃甜食，喝甜饮料，对于
嗜甜的人来说，当下确实会感觉愉悦，因
为甜食摄入增加了血清素和多巴胺，能
暂时性地使人心情变好。但是，研究揭
示的是吃甜食喝甜饮料的长期效果。一

种食物当时令你快乐，未必能帮你预防
抑郁。甜食可以看作是一种暂时的麻
醉，长期看，它会降低人体对压力的应对
能力，降低神经系统的调控能力，从而不
利于预防抑郁。

为什么喝甜饮料会促进抑郁？研
究者认为，一方面，动物实验表明大量
添加糖会使动物焦虑和抑郁行为增加，
皮质醇水平上升，特别是发育期的动物
摄入大量糖之后影响下丘脑-垂体-肾
上腺轴的成熟，使压力调控系统发生紊
乱，从而增加抑郁风险。另一方面，甜
饮料促进肥胖，而肥胖本身就使身体的
压力调节能力下降。肥胖和抑郁风险
之间的关系已经被多项研究所证实。

另外，甜饮料能够引起糖代谢紊乱
和胰岛素抵抗，而这类代谢紊乱会造成
低度但持续的炎症反应，一些炎症因子
的释放本身就会增加抑郁风险。还有动
物实验发现，长期饲喂大量添加糖的饲
料会降低树突状细胞的血清素1A受体，
这个受体减少之后，下丘脑中血清素合
成和释放的反馈控制就会发生紊乱，对
压力的应对能力下降。这个机制对于预
防抑郁十分重要。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甜饮料会消耗
体内的B族维生素，而维生素B1、B6、烟
酸缺乏时都会影响神经系统功能和神
经递质平衡，增加抑郁风险。因此，还
是应该营养平衡的膳食，才能远离抑
郁。 （来源：人民政协报）

平板支撑，被公认为十分有效的核心肌
群训练动作。但对不少规律健身的人来说，
普通平板撑的强度已经没啥挑战性。这时
不妨尝试花式平板支撑，每一款对腹肌都是

“新刺激”。
任何平板支撑的变式都需建立在标准

姿势上，即双肘弯曲支撑地面，上臂垂直于
地面，双脚脚趾踩地；腹部、臀部发力，头部、
肩膀、胯部和脚踝呈一条直线，眼睛看向地
面，保持均匀呼吸；肘关节和肩关节始终保
持直角。

单手平板支撑。以平板支撑为基础，双
肘伸直，变成“直臂平板支撑”。重心略转向
身体右侧，左手放在身后，只靠右手支撑身
体。保持30秒，换另一侧做同样动作。

平板支撑交替抬手抬脚。以直臂平板
支撑为基础，向前举起右臂，高于肩膀；抬起
左腿，略高于臀部，尽量保持臀腿与地面平
行，坚持30秒后换另一侧。

侧平板支撑。侧身躺在瑜珈垫上，右脚
搭在左脚上，左手肘将上身撑起；侧腰发力，

抬起髋部，把整个身体撑起。如果无法保持
平衡，可将右脚放在地面上；过程中，胯部不
要后移或垮塌，坚持30秒后换另一侧。

动态平板支撑。以平板支撑为基础，两
只手分别作直臂平板支撑与平板支撑的交
替动作，过程中保持左右肩部高度一致，坚
持30秒。

平板支撑看着简单，但对肩部、腰部的
骨骼和肌肉都有一定要求，不是人人都能
做。正在疼痛期的肩周炎、网球肘、腕部韧
带损伤人群，平板支撑可能会加重症状；严
重脊柱侧弯、急性腰间盘突出，及骨质疏松
人群、骨骼和肌肉不达标者，不建议进行。
但在腰间盘突出后期，平板支撑可作为恢复
性锻炼。

由于平板支撑会对血管造成压力、升高
血压，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不建议进行。
此外，其对腰腹部肌肉要求较高，不适合孕
妇，但产后 42天以上的产妇可做平板支撑，
有助于盆底肌恢复，防止子宫脱垂。

（来源：人民网）

自疫情发生以来，大家都养成
了自觉戴口罩的习惯。戴口罩带来
防护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烦恼”，
比如时间戴久了，竟然闷出了痘
痘。戴口罩为什么会长痘痘？如何
避免闷出痘痘？

1、痘痘是什么？
痘痘学名痤疮，是一种毛囊皮

脂腺的感染性炎症，常发生于面部、
前胸和上背部等皮脂腺分布密集、
皮脂分泌旺盛的部位。

皮脂腺多开口于毛囊口，一旦
毛囊口阻塞，在过多的皮脂代谢物
脂肪酸的刺激下，以及在封闭环境
中过度繁殖的痤疮丙酸杆菌的作用
下，皮肤容易发生炎症反应。

痤疮出现的直接原因是油脂分
泌过多，以及毛囊皮脂腺导管角化
过度致使毛囊口变小、导管堵塞、皮
脂淤积，这两个条件给痤疮杆菌提
供了脂肪酸和厌氧环境，加速它们
的繁殖。

2、戴口罩与长痘痘
我们来看看口罩的结构。一次

性口罩一般分为三层：外层为阻水
层，可阻隔飞溅的液体；中层为过滤
层，可有效阻隔微粒；内层为吸水
层，可吸收佩戴者口鼻的水汽。而
长时间佩戴口罩会造成面部与口罩
之间的环境潮湿闷热，促使毛囊皮
脂腺导管上皮细胞含水量增加、体
积增大，导致急性阻塞，从而引发痤
疮。

佩戴口罩时一定要分清内外
面，否则非但达不到防护作用，还可
能引发皮肤不适反应。一般来说，
口罩颜色深的一面为外面，即阻水
层。浅的一面为内面（吸水层）。两
面都是白色的口罩则需要查看口罩
的金属条，一般口罩金属条只会在
一侧突起，另一侧不突起，突起的这
一侧应该是外面，不然压下鼻夹时，无法有效密合。此
外，大家还可以结合口罩布面的褶皱来帮助自己区分，
一般褶皱开口向下的为外面。

佩戴口罩的过程中，如口罩内面潮湿，则应该更换
口罩；如感觉潮湿气闷，可以选择空旷人少的地方摘掉
口罩，休息片刻。

3、戴口罩长痘痘的其他原因
如果口罩佩戴正确、时间适当、潮湿后及时更换，

却还是长痘痘，那可能是使用的护肤产品过油过厚哦！
在干燥的冬天，女性朋友们喜欢选择矿油类产

品。这类产品虽然能保湿滋润，但由于佩戴口罩时
皮肤表面的水分蒸发速度较不佩戴口罩慢，矿油类
产品反而会增加皮肤负担。因此，建议选择质地轻
薄的护肤品，避免使用含矿油、植物油、硅烷类成分
的产品。

此外，女性朋友们还应该注意饮食。多吃富含维
生素和纤维素的蔬菜水果，少食或避免高油高糖、辛辣
刺激的食物，不吸烟、不喝酒。作息规律，不熬夜。保
持心情舒畅，学会减压。

如何避免闷出痘痘？有这三招！
1、根据自己的工作性质选择适合的口罩。如果不

是一线岗位的工作人员，或各种感染高危患者到医院
就医，不需要戴N95口罩，可选择较轻便透气的一次
性口罩，定时更换。

2、更换口罩的间隙可以用吸油面纸吸附面部多余
的油脂。选择质地较轻盈的舒缓保湿产品，口罩遮盖
区域避免使用封闭性过强的油膏状、粉霜状护肤品和
彩妆品。

3、限制多脂多糖的饮食，限制乳制品的摄入，刺激
性食物尽量少吃，多休息、多喝水、多摄入蔬菜水果。

千万不要用手挤痘痘
闷出的痘痘千万不要用手挤。粉刺、少量丘疹等

症状较轻的，可以通过合理清洁、外用市售的低浓度水
杨酸类祛痘产品处理，如果无效或者是中重度痤疮（数
量较多的炎性丘疹、脓疱、结节、囊肿等），需要到皮肤
科就诊处理。

个别敏感性皮肤的患者，可能是对口罩材质或微
量的气体消毒剂残留物过敏诱发痤疮。这类患者需要
到皮肤科就诊确认。

（来源：人民健康网）

进入 11 月份，天气转冷，寒风
瑟瑟，热闹又暖身的各种火锅，是很
多朋友聚会的首选。那么，火锅怎
么吃才健康呢？

前期准备：有啥吃啥？
注意保质期
对于火锅的热情总是说来就

来。打开冰箱，看到琳琅满目的冻
水饺、冻鱼丸，佛系火锅选手们暗自
窃喜：还好当时囤得够多，想什么时
候吃都行。食品保质期嘛，好像没
过吧？再说了，火锅的温度那么高，
细菌肯定一“煮”就没……

如果你常常这么想，那就大错
特错了！拿吃火锅常备的水饺来
说，一般市场上购买的速冻水饺保
质期是 180天，如果生产企业的生
产、消毒卫生条件达标，购买回来后
及时储藏，在没有解冻过的情况下，
那么保质期内的鱼丸、水饺都可以
食用。

但如果是自家包的水饺，无论
消毒还是包装，都比较“简单粗
暴”。加上平时我们经常会开关冰
箱门，无法达到恒温保存。自制水
饺冷冻最好不要超过 30天，时间过
长就不建议食用了。

开涮：七上八下、上三下三？
千万要冷静
火锅十级学者们，熟练掌握“毛

肚七上八下”“鸭肠上三下三”等独

门秘诀，恨不得入口的食材越嫩越
好。但从健康角度看，这样做的风
险其实很大。

比如，毛肚、鸭肠等食物中会含
有寄生虫和虫卵，也有一些致病的
细菌埋伏其中。一般来说，寄生虫
和虫卵在 100℃的高温下，1分钟就
可以被“KO”，但这样却无法杀死细
菌。而且，俗话说的“七上八下”“上
三下三”通常难以达到 1分钟的时
间。好饭不怕晚，为了保证食品安
全和健康，建议大家还是适当多煮
一会儿。

大快朵颐：谁先谁后？
就怕吃太多
吃火锅时，有先下蔬菜的，也有

吃到最后才拿蔬菜“溜溜缝”的。其
实，先下蔬菜更健康一些，因为蔬菜
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增加
饱腹感。先吃菜再吃肉，不至于一
下吃得太多。

每次吃肉在1两～2两就够了，
可以选择上脑肉、鱼肉、虾肉等。如
果你是动物内脏爱好者，可以点些
黄喉、毛肚等，这些食材比起猪脑、
腰子、肥肠等，要健康一些。

如果吃火锅时还想来碗热乎乎
的汤，请在开涮前喝。涮后的汤，不
是那么友好。

小料方面，海鲜蘸料或油醋汁
相对热量更低，钠离子摄入更少一

些。在家吃火锅，最好一次消灭，不
要反复加热。

健康吃火锅六大知识点
1、火锅食材要新鲜，为保证祛

除生鲜食材中残留的病原微生物和
寄生虫，应充分煮熟后再食用。建
议肉色无血丝，充分变成灰白色后
再吃。

2、从锅中刚捞出的食物不要立
刻放入嘴里，以免烫伤口腔和食道
黏膜，造成口腔溃疡。

3、建议食用清汤锅，麻辣锅虽

然美味，但对胃肠的刺激很大。而
且，辛辣物吃得太多也容易“上火”。

4、涮锅顺序：先吃蔬菜、菌类、
豆制品，然后选择肉类（推荐上脑，
鱼肉、虾肉等脂肪热量较低的肉类）
和淀粉类（主食）。如果不想吃主
食，也可以选择薯类代替，如红薯、
芋头、山药，既美味又营养。

5、吃完火锅，可以吃一点水果
清清火。水果可以清火降燥，正好
中和火锅的“火气”。比如雪花梨、
苹果、柚子等。水果中还含有丰富

的维生素C，可以起到抗氧化的作
用。

6、吃完火锅后，如果感觉不太
撑，那就喝点酸奶吧。

提示：尿酸高，火锅首选清汤的
需要控制尿酸的朋友们可以参

考以下7个建议：
1.首选清汤锅底。只有白水加

一点葱姜、几粒枸杞、几片紫菜等，
汤本身的嘌呤含量低到可以忽略不
计。显而易见，这种汤底最适合需
要控制尿酸的人。如果觉得一种口
味单调，可考虑加上番茄锅底。番
茄中的大量钾元素，有利于尿酸顺
利排出体外。小料宜多选葱花、香
菜、芹菜丁之类蔬菜类原料，避免含
有虾皮、海米、豆豉、蚝油的高嘌呤
品种。

2.慎选高嘌呤食物。嘌呤是生
物体遗传物质核酸的成分，它们易
溶于水，但并不会因为煮沸加热而
轻易分解。凡是细胞密集的天然
食品，嘌呤含量就比较高，比如内
脏、海鲜类；如果没有细胞结构，或
者细胞大、水分大、干货少，嘌呤含
量就比较低，比如大部分蔬菜水果
类。因此，不要选过多的鱼肉海鲜
河鲜和内脏，宜选择较多低嘌呤含
量的新鲜蔬菜、薯类，配合少量肉
类和鱼类。

3.涮肉要趁早。肉在涮火锅的

过程中，嘌呤含量确实会降低。这
是因为汤多肉少，在扩散平衡时，
大部分嘌呤会跑到汤里去，使汤中
嘌呤含量增加。在刚开始涮锅的
6~10分钟，肉中嘌呤含量下降最明
显，而随着涮肉时间增长，肉中嘌
呤的溶出不再明显，时间过长，汤
里嘌呤甚至可能再吸收进肉中。
因此，可以早一点放肉类，在开头
15分钟就把涮肉工作完成，捞出来
慢慢吃。

4.蔬菜别涮太久。蔬菜也要早
一点涮，不要等 30分钟后火锅汤嘌
呤含量非常高时再煮。涮的时间短
一点，熟了就马上吃，否则大量嘌呤
会扩散进入久煮的蔬菜中。

5. 喝汤要趁早。汤中的嘌呤
含量，随着涮锅的时间延长，会逐渐
增加。如果想要喝汤，建议刚涮时
喝，前 10分钟内喝最放心。喝汤时
控制数量，建议加入一半白水，以稀
释嘌呤浓度。涮锅时间超过 30分
钟就不宜再喝汤了。

6. 不饮酒。吃火锅时最好不
要饮酒，酒精会促进内源性尿酸生
成，并抑制尿酸排泄。

7.不喝甜饮料。吃火锅时最好
不要喝甜饮料，因为糖也会提升体
内尿酸浓度，加重痛风，特别是大量
果糖。

（来源：人民网）

传说，伍子胥逃离楚国时，来到昭关。因昭关形势险
要，前有重兵把守，后有追兵追赶，伍子胥为了想出通过
昭关的策略，一夜急白了头。那么，传说中的“一夜白头”
是否真的存在呢？头发变白的原因又是什么？

《内经》中记载“女子六七三阳脉衰于上，面皆焦，发
始白”，“男子六八，阳气衰竭于上，面焦，发鬓斑白”，说的
是女子从四十二岁、男子四十八岁开始，阳气渐衰，头发
开始变白，古人早已认识到，白发是人体衰老过程中的一
个重要的表现。

受这样的养生思想影响，一头乌黑光泽的秀发自然
成了年轻活力的象征，但随着现代快节奏、高压力、耗脑
力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早已未老
先衰，明明是意气风发的中青年人，甚至还在求学中就成
了白发一族。白发虽然不痛不痒，但影响形象，让人徒增
烦恼忧虑，对白发的生成造成恶性循环。

中医理论认为，“发为血之余，肾主骨，其华在发”，提
示肾气与头发有紧密的关系。肾为一身之本，肾气的盛
衰与人体的生长、发育、衰老进程密不可分，头发健康与
否则是肾气肾衰的外在表现。而“发为血之余”的说法，
则认为血液充沛时，才能有余力营养头发，使其润泽乌
亮，这与现代医学对毛发黑色素的生成有赖于毛根处的
供血的观点一致。

因此，想要头发乌亮润泽，需要补肾补血，但肾藏精，
肾精化为肾气，肾气分为肾阴和肾阳，唯独没有“肾血”这
样的概念。既然肾没法补血，那么，要补哪里的血呢？

根据“人卧则血归于肝”、“肝藏血”的理论，我们可以
发现，肝是人体血液的大本营，补血似乎要从补肝出发。
这样的推论是有理论依据的，明代李中梓在《医学必读》
中提出“乙癸同源，肝肾同治”。认为肝肾存在明确的母
子相生关系，具体为肾生肝（水生木）的关系，肾的健康旺
盛可以促进肝发挥正常的生理功能，而肝的亢进可反过
来损害肾的正常生理功能。

因此，补肾精和肝血，是治疗白发的立足点。七宝美髯
丹就是一张经典的补益肝肾方，有乌发壮骨之功效，可治肝
肾不足、须发早白，脱发，齿牙动摇，腰膝酸软等症。本方出

自《积善堂方》，方中制何首乌补肝肾，益精血，菟丝子、枸杞子补肾，当归养
血，增强何首乌功效，牛膝、补骨脂补肝暖肾，强筋健骨，茯苓交通心肾，健脾
利湿，以防过于滋腻，损伤脾胃。在临床应用中，对于白发有不错的疗效。

除了服药调理，生活方式和情绪变化也对白发的产生有着不小的影
响，当发现少量白发时，可以通过调整作息、调节情绪、勤梳头等方法改善
头皮毛囊的血液循环，减少白发的产生。 （来源：人民网）

秋冬一涮火锅就搂不住？健康吃法看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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