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激素和“激肥素”是两回事
当医生告诉你需要服用某种激素

才能治病时，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是
不是“完了，吃了激素肯定会变胖？ ”其
实，这是很多人对激素认识的误区，谈
激素色变， 下意识地抵触所有激素类
药物。 事实上，激素并没有那么可怕，
它只是一种化学信息物质， 而且对我
们的身体健康有很大影响。

激素作为一种高效活性物质 ，
对人体非常重要， 在人体内要保持
合适的含量， 任何一种激素过多或
过少都可能让人出现各种疾病。 比
如生长激素， 能促进骨骼和身体的
生长，促进蛋白质合成，影响脂肪和
矿物质代谢， 在人体的生长发育中
起重要作用。 儿童期生长激素分泌
过多会引起巨人症， 成年后分泌过
多会引起肢端肥大症， 但缺少了又
会导致发育迟缓， 严重时还会导致
侏儒症。 如果某种激素分泌异常，就
需要通过口服药物的方式促使它达
到平衡。 这种补充往往是按照生理

剂量计算的， 目的是调节人体的生
理平衡。 例如，发育迟缓应用生长激
素， 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应用甲状腺
素，糖尿病应用胰岛素，更年期症状
和高雄激素血症应用雌激素、 孕激
素等，这些并不会引起肥胖。

可以说， 大多数激素都与胖瘦
无关。 那为什么会流传激素让人变
胖的说法？ 这还得从糖皮质激素说
起。 糖皮质激素是人体应激反应最
重要的调节激素， 是目前临床上使
用最为广泛且有效的抗炎和免疫抑
制剂，具有抗炎、抗毒、抗过敏、抗休
克、非特异性抑制免疫等多种作用，
可以预防和阻止免疫性炎症反应和
病理性免疫反应的发生， 对任何类
型的变态反应性疾病几乎都有效。
在紧急或危重情况下， 糖皮质激素
往往作为首选被应用于临床。 2003
年非典疫情防控期间， 糖皮质激素
的使用挽救了很多患者的生命。 但
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也确实产生了

许多不良反应，发胖就是其中之一，
且还会引起内分泌代谢紊乱、 低血
钾、高血压、糖尿病、多毛、痤疮、骨
质疏松、感染和神经精神异常等。

患者长期大量服用糖皮质激素
类药物， 会加剧四肢皮下脂肪的分
解， 但分解出的脂肪并不会马上消
失，而是分布在面部、胸口、后背和
臀部， 导致患者常常看起来虎背熊
腰，形成“满月脸”。 不仅如此，糖皮
质激素还会影响胃部的消化功能，
从而使人吃得更多，进而导致发胖。

一般来说，短时间服用少量糖皮
质激素并不会出现上述代谢异常。 而
且，就算出现肥胖，通常患者在停药
后也可以慢慢恢复正常，不用过度担
心。 激素并不可怕，人体内有 200 多
种激素，虽然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它
们却分布在身体各个部位，坚守在不
同的岗位上，正是靠着它们既各自为
战又协同作战，人类才拥有了健康的
身体。 郝艳芳 郁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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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拿天”来袭 防暑攻略请收好
三伏天已至，在高温、高热、高湿

的“桑拿天”，稍不留意，你有可能就
会着了中暑的道儿， 轻则恶心呕吐，
重则威胁生命。 防身体中暑，应避免
高温日晒，穿着宽松衣物，多补充水
分和盐分等。 同时还应关注情绪中
暑，越是天热，越应做到心平气和，以
免受不良情绪影响。

中暑可分为先兆中暑、轻度中暑
和重度中暑

“人体也有像空调一样的调节
温度装置。 当体温升高时，皮肤会出
汗蒸发散热 ，而在高温 、高湿 、强热
辐射环境下，体内积存的热量骤升，
机体体温调节出现障碍。 其实，中暑
就是人体在高温和热辐射的长时间
作用下，水、电解质代谢紊乱及神经
系统功能损害症状的总称， 是热平
衡机能紊乱而发生的一种急症。 ”陕
西省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武冬介
绍，中暑分为先兆中暑、轻度中暑和
重度中暑。

先兆中暑是在高温环境下，出现
头晕、多汗、乏力、恶心、注意力不集
中等表现。 此时，说明患者身体已经

脱水，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大多症
状可逐渐缓解。

轻度中暑是除了恶心呕吐外，还
伴有心率增快、体温升高、动作不协
调等症状，患者经休息、饮水后缓解
不易，此时应立刻就医、及时处置以
恢复正常。

重度中暑是人体体温调节能力
出现失衡，表现为高热、昏迷，甚至抽
搐、猝死，此时就到了中暑死亡高风
险阶段（热痉挛、热衰竭、热射病），不
应自行处理， 以免耽误救治时间，应
尽快到医院就诊、接受治疗。

中暑急救有方法

一旦发现有人中暑，可采取三个
方法进行急救。

首先是搬运。一旦发现中暑先兆
者，应搀扶其至阴凉通风处，也就是
哪凉快到哪去，保持平卧位，松解衣
领并扇风，促进其散热降温。

其次需降温。快速降温是治疗的
基础，迅速降温决定患者预后。 将患
者转移到通风良好的低温环境，脱去
衣服，同时进行皮肤肌肉按摩，促进
散热。 可以把无虚脱患者身体（除头

外），尽可能多地浸入冷水中，并且不
停地搅动水， 以保持皮肤表面有冷
水，在头顶部周围放置用湿毛巾包裹
的冰块。可以对虚脱者采用蒸发散热
降温，如用冷水反复擦拭皮肤，或用
电风扇或空气调节器。

第三要及时补水。如果随身携带
有十滴水或藿香正气水，可及时让中
暑者服用，并让其饮用淡盐水或者含
盐饮料，补充流失的体液。

“如果采取以上措施，中暑者仍
无好转，甚至出现高热、昏迷、抽搐等
表现，不要再强行喂水，以避免呛咳，
而应立刻拨打 120，将其送至医院及
时接受专业救治。”武冬提醒，等待救
援期间，应让中暑患者平卧、头偏向
一侧，保持呼吸道通畅。

“中暑急救还可按压 ‘三冲’穴
位。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主
任医师于国泳介绍， 中暑的时候，配
合按压关冲穴、中冲穴、少冲穴这三
个穴位能有效缓解中暑症状。

关冲穴， 位于手无名指末节尺
侧，距指甲根角 0.1 寸处，常按此穴
具有泄热开窍、清利咽喉、活血通络

的功效。 可用大拇指按压此穴，最好
用指甲尖掐、按，且要有一定力度，以
能感到明显酸、麻、胀、痛感为宜，坚
持 1 分钟后再按压另一只手。 中冲
穴，仰掌，在手中指末节尖端中央，常
按此穴具有醒神开窍、清心泻热的功
效，按压方法同上。少冲穴，位于手小
指末节桡侧， 距指甲根角 0.1 寸处，
常按此穴具有生发心气、 清热息风、
醒神开窍的功效，按压同上。 需要注
意的是，此穴是脑部的反射区，要慢
慢揉捏，不要用蛮力。

“需要提醒的是 ，除了按压 ‘三
冲’穴位外，还可配合一些其他的‘急
救穴’，比如人中、大椎、合谷、足三里
等，经常按压，可加强清热消暑的功
效。 ”于国泳提示，此外，还可以服用
一些解暑药，如人丹、十滴水、藿香正
气水等。

预防中暑有方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预防
中暑呢？

常备降暑药物， 比如十滴水、藿
香正气水等。这两种药物辅料中都含
有酒精， 服用后短时间内应避免驾

驶，同时还要避免与青霉素、头孢类
等药物同服， 以免出现双硫仑反应。
一旦服药及补充水分后症状无缓解，
需要尽快到医院就诊。

出现中暑先兆时，应及时补充水
分。选择饮品时，应注意饮料配比表，
选择含电解质如含氯化钠的饮料，同
时避免饮用高糖分饮料。切勿饮用冰
镇饮品，以免发生胃痉挛。一些心脏、
肾脏功能不好的患者，饮水量多少应
遵循医嘱。

外出做好防晒，非必要时不要在
上午 10 点后、 下午 4 点前在高温暴
晒下长时间行走或强体力劳动。如果
必须外出，应做好防晒措施。 一旦出
现头晕等不适， 应尽快选择阴凉、通
风处休息。

“除了做好防暑，要注意睡好午
觉，以保持精力充沛。 ”于国泳介绍，
此外， 也可常食一些具有芳香化浊、
清解湿热作用的药膳， 如清暑祛湿
茶、藿香叶粥等。 “另外，此时宜少运
动或选择低强度的运动项目， 如散
步、快步走、八段锦、太极拳等。”于国
泳提醒。 陈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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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反式脂肪酸” 节制吃冷饮
在食品包装上标注 “低糖 、低

脂、含有蛋白质”等字样，有着严格
的标准规定。 例如每 100 克或 100
毫升食品中糖含量≤5 克，则该食品
可以声称“低糖”；每 100 克食品中
脂肪含量≤3 克或 100 毫升食品中
脂肪含量≤1.5 克，则该食品可以声
称“低脂”。

其实，相比“低糖、低脂”，希望大
家关注“反式脂肪酸”，避免选择配料
表上有“氢化植物油”“植物奶油”“植
物黄油”“代可可脂”的食品，这些成
分在制作过程中可能产生反式脂肪
酸。 研究表明，过多摄入反式脂肪酸
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还可能增
加过敏、哮喘等的发生风险。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反式脂
肪酸每日摄入量不超过 2 克。 除了

冷饮， 反式脂肪酸还常见于人造奶
油、 人造黄油、 奶油蛋糕等西式糕
点，烘烤和油炸食品，如饼干、薄脆
饼、油酥饼、炸薯条、炸鸡块等，这些
食品要尽量少吃或不吃。

随着现代制作工艺的进步 ，雪
糕、 冰淇淋等冷饮与蛋糕和甜点的
营养特性越来越接近， 所以可以把
冷饮视作慰藉身心的甜品， 但也要
有所控制———冰淇淋每天不要超过
80 克； 雪糕或冰棍每天尽量不超过
一根。 实际中还是要根据具体饮食
情况灵活调整， 比如今天已经吃了
很多含糖的糕点了， 就不建议再吃
任何冷饮。

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不建议吃
冷饮，但也不是完全不能吃，而是要
慢慢吃， 每吃一口在嘴里多含一会

儿再咽下去。 控糖人群在本身血糖
平稳时可适量吃点低糖冷饮。

注意不要短期内快速进食大量
冷饮，以免引起“冰淇淋头痛”。 对于
多数人而言， 最好在两餐之间吃冷
饮，比如在饭后隔 1 小时吃冷饮。

家庭自制的冷饮不要放太久 。
如果遇到停电等情况导致冷饮融化
了，最好和它说拜拜，不建议再放回
冰箱内重新冻上， 否则很容易滋生
细菌。

不建议两岁以下的孩子吃加工
食品。 3 岁以上的孩子在体质不错、
肠胃较好的情况下， 可以稍微品尝
一点凉的东西， 但不建议吃一整根
雪糕。 对大一些的小孩子，家长可以
与其约定好吃雪糕等零食的规矩。

王美华

“冰丝”凉快的秘密
炎炎夏日， 清凉舒爽是消费者

选择着装的最主要需求之一。 近年
来，很多商家会在夏季力推“冰丝”
的概念， 声称其能让穿着者感觉更
凉快。

事实上， 目前并没有相关的国
家标准和纺织行业标准来明确定义
“冰丝”的概念，“冰丝”只是一种用
于营销的商品名称。 这些面料大多
数是由黏胶纤维 （又常称人造丝或
者人造棉）、涤纶（又称聚酯纤维）、
锦纶（又称尼龙）等化学纤维织造而
成。 那为什么有的织物触摸起来，
会有着更加明显的接触瞬间凉感
呢？ 一般而言，有这么几点原因：

导热系数大的纤维材料带来的
织物接触瞬间凉感会比较明显。 在
常用的普通纺织纤维中， 锦纶的导
热系数是最高的， 涤纶的导热系数
也比较高。 将微量的玉石或云母等
矿物质的纳米状粉末加入纤维中，
可以增强纤维的凉感功能。

平整顺滑的织物带来的接触瞬
间凉感也会比较明显。

从后整理技术来看， 采用凉感
整理剂对织物表面进行处理， 也是

通过提高热传导速度来提高接触瞬
间的凉感。
不过， 尽管这类面料能让人 “凉一
阵”， 但这种凉感往往很快就会过
去。 在夏季选购服装及床品时，不
能仅仅依靠触摸面料时的凉感来决
定， 应该更加关注面料是否具有持
续散热功能， 实现持续散热功能主
要有三种方法：吸湿排汗、热传导快
和外置物理降温， 也可以将多种方
法组合起来。

比如天然纤维里的麻纤维，这
是一种夏季服装的优选天然材料，
像亚麻、汉麻、罗布麻都是很好的选
择。

为了尽可能舒适， 消费者购买
服装时可根据使用场景来选择合适
的服装。 比如，要去做大量运动时，
要选择吸湿速干针织面料； 夏季日
常在办公室内活动的 （有空调较凉
爽），可以选择棉质面料；出门在外
有少量活动时， 可选择棉麻混纺或
者黏胶纤维等材质的面料； 如果需
要在阳光下活动， 还需要考虑选择
具有较强防晒功能的面料， 保护皮
肤不被晒伤。 宋立丹

“促长牙”“补牙洞”牙膏靠谱吗？

“牙膏不是‘促长牙’‘补牙洞’
的神器。 ” 国家药监局在官网发文
提醒消费者，近来，市场上销售的一
些所谓牙膏产品，宣称具有“促进幼
儿长牙”、“修补牙洞”、“闭合牙缝”、
“稳固牙松动”，甚至“让牙齿再生”
等功效。 需要指出的是， 牙膏不是
药，不能治疗疾病，也不具有上述宣
称的功效。

牙膏通常是指以刷牙的方式作
用于人体牙齿表面， 起到辅助清洁
作用的半固体制剂。 摩擦剂是牙膏
的主要原料。

文章表示，在刷牙时，牙膏中的
摩擦剂通过牙刷的刷毛在牙齿表面
进行摩擦而达到清洁、 去除牙渍的
作用。 随着牙膏技术的创新， 在普
通牙膏中添加相应的功效成分，可
使牙膏具有相应的功效，如：添加氟
化物可以发挥一定的防龋功效等。
但应注意的是， 任何牙膏都无法治
疗口腔疾病。

文章指出，牙膏不能“促长牙”。
人的一生仅拥有两副牙齿———乳牙
和恒牙。 一般从 6 月龄左右开始萌
出乳牙，2 岁半到 3 岁左右乳牙全
部萌出； 到 6 岁左右陆续开始发生
乳牙的生理性脱落，恒牙替换萌出，

再到 12 岁左右乳牙全部被恒牙替
换， 成为恒牙列。 无论何种原因造
成的恒牙脱落或损伤，都无法再生。
没有科学证据表明， 通过用牙膏刷
牙，能对乳牙萌出产生影响，更不可
能使恒牙脱落后再生。

另外，牙膏不能“补牙洞”。 龋
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龋齿， 是口腔
中最常见的疾病之一。 在龋齿发生
初期，牙釉质表面开始脱矿，龋齿的
发展进程是不可逆的。 也就是说，
牙齿发生龋损（龋洞）后是不可再生
的。 使用含氟牙膏刷牙， 可增强牙
齿的抗龋能力， 但不能逆转龋齿的
发展进程。

而且， 长期的牙龈疾病导致牙
龈组织被破坏，进而引发牙齿松动，
需要进行专业的口腔检查、 诊断和
治疗 。 所谓通过使用牙膏刷牙来
“修补牙洞”、“闭合牙缝”、“稳固牙
松动”，均无科学依据。

最后，文章提醒广大消费者，龋
齿等口腔疾病应以预防为主， 建议
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和饮食习
惯，定期进行口腔检查，理性选择牙
膏产品， 不要相信牙膏能够治疗口
腔疾病的虚假宣称。

孙红丽

人参吃错也会伤身
人到老年， 身体多半处于阳虚

状态，容易乏力、气短，动不动就感
冒。 此时可以吃点人参、红参，却不
适合吃西洋参。 性偏凉的西洋参，只
会加重阳虚，偶尔吃可能没反应，但
长期吃，身体容易越补越虚。

感冒未好就吃参，久久不愈。 人
参属于补益药，有“留邪”的作用。 感
受外邪， 最需要做的是把病邪驱逐

出体外。 感冒还没好就吃人参，轻则
感冒迁延，反反复复好不了；重则加
重病情，引起剧烈头痛、呕吐、抽搐
等。

晚上吃人参，失眠多梦。 对于因
气血虚而失眠的人， 人参有安神之
效。 但对于本身就失眠多梦、心情烦
躁等内热盛的人， 吃人参反而会加
重失眠。 人参对大脑的中枢神经有

兴奋作用，晚上服用不当易致失眠。
选错人参、用不对时，部分人吃

出问题也不自知，慢慢“补”出了一
身病。 即便是适合吃人参调补的人，
也不建议长期、过量服用。 建议成人
每人每天食用人工种植的人参不要
超过 3 克。 如果是选用野生或陈年
人参，食用剂量还应更小。

陈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