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天来了，天气回暖，万物复苏。但柳絮、花

粉、飞虫这些春天的“小烦恼”也影响了不少人的生

活。那么关于这些“烦恼”的说法，都是正确的吗？

“风媒花”是致敏祸首

春 天 有 不 少 人 因 花 粉 的 大 量 传 播 而 过 敏 。

有人认为桃花、油菜花等颜色鲜艳的花，花粉含

量多，是引发过敏的祸首；也有人表示，像树、草、

小野花，这些由风媒授粉的植物才是主因，哪个

说法正确呢？

“大家都以为春天容易花粉过敏是因为花团锦

簇，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祝戎飞说，桃花、油

菜花等颜色鲜艳的花并不容易引起过敏。这些花

都是“虫媒花”，它们的花粉颗粒大、重而黏，在空气

中飘不起来，只能吸引蜜蜂授粉，只有极少数人才

会对它们过敏。而来自树、草、小野花的花粉叫“风

媒花”，才是导致花粉过敏的“主凶”。这些花粉小

到肉眼看不见，很轻，数量也多。风一吹，花粉在空

气中大量飘浮，人接触和吸入后很容易致敏。

杨树、柳树雌株才会飞絮

除了花粉，春天不少人还会因为满街飞舞的杨

絮、柳絮烦恼。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

城。在这踏青季节，杨柳飞絮又“如约而至”。有人

认为，只要是杨树、柳树就都会飞絮，是这样吗？

“并不是所有的杨树、柳树都会产生飞絮。”河

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良厚说，飞絮均来自

于杨树和柳树的雌株。春季空中飘散的杨柳飞絮

其实是杨柳雌树的种子和衍生物，杨柳树为了传播

繁衍下一代，每逢春天，就“派出”这些白色絮状的

绒毛，携带着种子，以风为媒，漫天飞散。

杨树和柳树，都是雌雄异株的树种。李良厚进

一步解释，到了春天，雄树的花粉花絮，会飘落在有

黏液的雌株柱头上，受精之后，长成果实。而种子

就在果实内包裹着，人们肉眼所看到的杨柳飞絮，

其实是种子的冠毛。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通过冠

毛的飘浮作用，杨树和柳树得以完成自然繁衍。

据了解，一棵成熟的雌树能产生约1公斤的飞絮。

昆虫也有自己的偏爱颜色

春天傍晚或者在花草密集处，有人会发现身边

飞舞着不少飞虫，而身边飞虫的数量和身着衣服的

颜色大有关系，如果你一身荧黄色现身草丛边，那

身边必定“前呼后拥”，出现不少“追随者”。

江西农业大学教授薛芳森解释，大家在小区花

园、绿化带常见的“小飞虫”又叫蜜虫、腻虫等，属于

蚜虫的一个种类，学名叫“有翅蚜虫”，常群集在叶

片、嫩茎、花蕾、顶芽等部位，靠吸食植物汁液过活，

危害植物生长。“小飞虫”确有趋黄习性，因此去植

物多的地方尽量别穿黄色衣服。

“不同的昆虫对不同的光波也有偏好，也就是

说各种昆虫都有自己偏爱的颜色。”薛芳森称，科学

研究发现，蚜虫对 600—550 纳米的黄光最敏感，有

趋黄反应。也就是说，人们常见的“小飞虫”特别喜

欢黄色的东西，会追着黄色的东西跑。

“而蚊子对黑色情有独钟，穿黑色衣服的人是

蚊子进攻的首选对象。”薛芳森称，这是因为蚊子多

半是喜欢弱光的，全暗或强光它都不喜欢，由于蚊

子种类不同，所喜爱光的强弱程度也有所不同，例

如伊蚊多半白天活动，而库蚊和按蚊多半在黄昏或

黎明时活动。但不论在白天活动的或在晚间活动

的蚊子，都喜欢躲避强光，即使是白天活动的伊蚊，

也往往在下午 3时或 4时才开始活动。

薛芳森说，要想少被蚊子咬，就尽量不要穿黑

色衣服。除首选的黑色外，蚊子还喜欢夜间发射光

线较暗的红、绿等颜色。

花粉、柳絮、小虫，关于春天的冷知识了解一下
给您提个醒

长知识

延伸阅读

“无硅油，不刺激！”“天然提取物一定比化学物

质好！”近几年，关于“传统洗发水中添加的硅油，会

堵塞毛孔、导致脱发，甚至致癌。”的传闻，让添加硅

油的洗发水“失宠”。无硅油洗发水迅速占领市场，

即使在价格上比含硅油洗发水贵了许多，但还是引

发消费者追捧。

那么，硅油到底是什么物质？它真的是导致

脱发、刺激皮肤乃至致癌的罪魁祸首吗？消费者

花了高价购买的零硅油洗护产品一定适用吗？

记者带着这些问题走访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南京

皮肤病研究所主管药师孙洁，听听专业人士是怎

么说的。

“硅油是一种有机硅氧烷，洗护和化妆品行业

中使用较多的为二甲基硅油。”孙洁告诉科技日报

记者。

在化工行业，硅油其实是聚二甲基硅氧烷、环

二甲基硅氧烷或其衍生物的统称。硅油是不易挥

发、透明、无毒、无腐蚀性的液体，化学性质稳定，安

全性高。

在洗发水中，硅油的学名为“聚二甲基硅氧

烷”，具有良好的黏性和延展性，也就是说，它与天

然植物中提取的油类物质非常相似。

我们的老祖宗最初使用天然植物提取物清洁

头发和肌肤。随着化学工业的发展和人们对洗护

产品的要求不断提高，硅油开始应用到洗发产品

中，到现在已经有 70年的历史了。

为什么要把硅油加入到洗发水中呢？这首先

要从毛发的结构说起。

我们的头发从头皮的毛囊里长出来，主要成分

为角蛋白。每根头发上面有许多毛鳞片。毛发最

外面的一层毛鳞片为 7—10层已死亡的细胞，覆盖

在毛发表面保护发芯，健康的毛鳞片完整、服帖，因

此头发表面平滑，看起来光泽亮丽。

孙洁告诉记者，在洗发时，附着在毛鳞片上的

起润滑保护作用的油脂会被洗去，在梳发时毛鳞片

会翘起，这就增加了头发间的摩擦力，易使头发纠

缠在一起，从而加剧了毛鳞片的损伤。如果染发烫

发，还会使毛鳞片张开，头发看起来干燥无光泽。

而硅油可以与头发吸附在一起，填补毛鳞片凸

起带来的不平整，减少发丝之间的相互摩擦，使头

发易于梳理并具有光滑性，有效缓解头发的损伤。

同时，硅油也是一种皮肤保湿成分，可以覆盖

在皮肤上形成保护层，阻止皮肤水分散失，在保湿

剂中应用较多。

硅油可有效缓解头发损伤

一直以来，大家对硅油都存在很多误解，如刺

激皮肤、导致过敏，甚至还会听到硅油有毒、致癌的

传言。

“硅油在化妆品或护肤品中应用相当广泛，而

且获得了全球各国监管部门批准，可以在化妆品中

使用。”孙洁指出，硅油本身无毒、无味，较少引起皮

肤刺激和过敏。

曾有传言表示：“硅油致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FDA）已经禁用硅油。”记者查询了 FDA 官

网，发现编码为 009006659的 dimethicone即为二甲

基硅油，它是 FDA 明确可用于化妆品的成分，且多

个国际知名品牌中均明确标明含有硅油。

此外，记者查阅文献，也未发现有硅油致癌致

畸的报道。

“美国化妆品成分审查（CIR）专家组 2003 年

对硅油类制剂安全性进行评估，其评估的产品硅油

浓度大多≤15%，专家组认为硅油分子量大，不会

被皮肤所吸收，也未发现对动物或人有致癌致突变

致畸的毒性反应。”孙洁介绍说，2014 年 CIR 专家

组对 62种含二甲基硅油交联聚合物的化妆品进行

评估，认为其是安全的，并无致癌性。

另外，记者查阅了我国关于洗发液、洗发膏的

国家标准“GB/T29679-2013”，其中也没有对硅油

的使用作出限制。因此，没必要“望硅油而色变”。

近年来，许多人不到三十岁，就拥有了“地中

海”式发型。因此，有人认为这是使用了含硅油的

洗发水导致的。

“成人每天掉 70—100 根头发都是属于正常

的，明显掉很多，或者成片掉才需要引起注意。”孙

洁说。

硅油不溶于水，长期清洗不干净不排除会堵塞

头皮毛囊，但洗发产品里的硅油浓度仅 1%左右，

10ml的洗发水中只有 0.1克硅油（约 0.1ml），洗完之

后多数吸附在头发表面，堵塞毛囊的可能微乎其

微，也无文献报道硅油会堵塞毛囊。

孙洁介绍，近年来，洗护产品中应用的是经过

改良的水溶性更强的硅油，这样在洗发时，硅油能

更有效地附着在头发上，而在皮肤上的残留更少。

此外，人的头皮一天可以分泌高达 1 克的油

脂，0.1 克的硅油与头皮一天出油量相比真的是相

形见绌了。而且油脂是不断往外排的，即使有一点

硅油进入了毛孔，也很容易跟着油脂排出来。

孙洁告诉记者，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加班熬

夜、情绪紧张、内分泌失调、刺激性饮食、节食等

等都是造成脱发的原因，硅油在这方面无疑背了

个“大黑锅”。

脱发严重不是硅油的错

硅油硅油““谋杀谋杀””发际线发际线？？

这些洗发水的真相你可能并不清楚这些洗发水的真相你可能并不清楚
本报记者 张 晔

近几年，无硅油洗发水迅速占领市场，即使在

价格上比含硅油洗发水贵 5—10倍，消费者还是趋

之若鹜。

密集的广告宣传，网红直播带货时的“力荐”，

将消费者的目光都集中在无硅油洗发水上，但是许

多消费者还没弄清楚无硅油意味着什么，看到别人

用自己也跟着用。结果，有的人出油更严重，有的

人加重了头皮的干涩和头发分叉。

“零硅油洗发水也是厂家为了适应西方消费

者的需求而开发的，欧美人群大部分发质柔软，

无须添加很多润滑油脂。”孙洁解释说，但黄种人

发质偏硬，许多人还经常染烫，所以如何选用还

是要看发质。

此外，即使很多产品宣称洗发水中无硅油，但

是也都添加了其他起润滑的植物油成分。这些植

物油同样也存在堵塞毛囊的可能。同时，部分人使

用后也可能会刺激头皮，产生过敏反应。

因此孙洁建议，消费者应当根据自己的情况选

择合适的洗发水，如果你经常烫发染发、有护发的

需求，可以选择含硅油洗发水；若你是油性皮肤，细

发、发量偏少，则可以选择不含硅油的洗发水来产

生相对蓬松的发型效果。

对于干性头皮、油脂分泌少，发质毛糙或者长

期烫染导致发质受损的人，可以使用含硅油洗发

水，可以让头发顺滑，易于打理；一些发质偏干、经

常烫染的女性，选择含硅油洗发水也更合适。

孙洁指出，不管是含硅油洗发水还是无硅油洗

发水都有各自的优点，适合自己发质的才是最好

的。因此大家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含硅油或

不含硅油的洗发水。

洗护产品选购要看发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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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爱平

新华社讯（记者姚友明 陈晨）以提供“刷单”兼职工作为诱

饵，通过明确分工，将受害者一步步引入精心伪装的诈骗陷

阱……西安警方近日打掉一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随着 7 名

嫌疑人落网，一种以“五步法”为特征的新型“刷单”诈骗犯罪伎

俩也浮出水面。

日前，西安市公安局高新分局接到上级指令和相关线索，称

一职业“刷单”诈骗团伙已于 3月下旬来到西安，短短几天之间，

已诈骗全国多地受害人十余名，涉案金额超过 30万元。警方立

即成立专案组，夜以继日分析排查，于 4 月 3 日将该犯罪团伙 7

名成员全部抓获，现场查获作案工具电脑 4 台、手机 14 部、车载

goip设备 1台及大量手机卡。

警方发现，该犯罪团伙分工明确，通过“五步法”实施诈骗犯

罪：第一步，在网上非法购买获取数万条公民的求职资料、大量

虚拟运营商手机卡、诈骗手机 APP 等作案工具；第二步，“话务

组”拨打受害人电话，以提供兼职工作为名，让受害人添加所谓

的“公司”客服 QQ；第三步，“客服组”告知受害人，公司以“0 元

代付”方式提供兼职“刷单”任务，“刷单者”只需拍下一个金额为

0 元的商家代付链接即可，每单返利 15 至 30 元，征得受害人同

意后，“客服组”以审核资质为由，获取受害人支付宝“花呗”额

度、芝麻信用分等信息，引导其下载一个名为“任务助手”的“刷

单”APP；第四步，该犯罪团伙“财务组”会根据受害人“花呗”额

度，联系洗钱团伙生成一个商品的“花呗”代付链接；第五步，“技

术组”利用“任务助手”APP 将代付链接转化为订单号，由“客服

组”发给受害人，只要受害人在该软件使用此订单号操作，就会

唤起代付链接，而该 APP 会隐藏真实的代付金额界面，取而代

之的是呈现出“你需要支付 0元钱”的界面，受害人完成操作、被

扣款后，即被嫌疑人“拉黑”。

警方提醒，网民在接到“刷单”“刷信誉”等网络兼职广告时

须提高警惕，不要被蝇头小利所迷惑。一旦发现被骗，应第一时

间报警。

警惕新型“五步法”刷单诈骗

你是否有过这种体验：心血来潮去运动，结束后却出现嗓子

疼、头疼、流鼻涕、咳嗽等症状？

人在突然高强度运动之后，有时会出现上呼吸道不适或感

染的现象，这种就是大强度运动后免疫力降低的“开窗理论”。

大量研究表明，超过 90 分钟的高强度运动，会让运动者的免疫

力降低 15%—70%。

为什么高强度运动后免疫力会短暂降低？

研究发现，高强度、长时间运动会使机体很多免疫细胞的功

能受到抑制，使血液中的自然杀伤细胞的细胞毒性效应下降，中

性粒细胞功能受损，淋巴细胞和单核细胞的计数下降。从免疫

细胞凋亡的角度来讲，外周血淋巴细胞凋亡率在运动后会显著

升高，而免疫细胞凋亡的异常增多或减少都可能给机体带来不

利的影响，所以便出现了短暂的易感疾病侵袭的“开窗期”。

那么高强度运动会降低免疫力，我们还要运动吗？

答案是肯定的。虽然高强度的运动短时间内会让我们免疫

力降低，但如果长期保持适量的运动，能够非常有效地提高人体

的免疫力，这是一个“欲扬先抑”的过程。

研究表明，规律的中等强度运动，可使外周血中许多重要的

免疫细胞数量增多、功能增强，清除病毒的能力提高。同时，抗

炎因子产生的数量增多，抗炎基因的表达上调，从而增加了机体

的免疫功能。还有研究显示，适量运动还能刺激强大再生潜能

的干细胞从骨髓中释放入血，从根本上增强人体的免疫力。

长期有规律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能有效提高心肺耐力，从

而提高人体免疫力。那么，应该如何判断有氧运动是否达到中

等强度？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运动医学教研室教

师李雪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解答。

李雪梅表示，判断有氧运动是否达到中等强度可以通过心

率、主观用力程度以及主观感觉。心率的计算公式可以用储备

心率法。首先计算最大心率=207-0.7×年龄；然后计算安静心

率，严格来讲应该以晨脉为宜，但如果没有记录晨脉的习惯，可

以在运动前安静休息 10分钟，记录下 1分钟的心率作为代替；而

储备心率=最大心率-安静心率。储备心率意味着从安静状态

达到机体的极限状态有多大的空间，利用储备心率法计算中等

强度运动中的心率公式=（40%—60%）储备心率+安静心率。

此外，确定一个有氧运动是不是中等强度还需要结合主观

感觉，可以用主观用力程度评分量表来判断，6 分为根本不费

力，7—8分为极其轻松，以此类推，分数在 12—14分之间为中等

强度。比较推荐的有氧运动形式有：连续坐起过渡到深蹲、开合

跳、波比跳等，通过调整运动频率，动作幅度来达到中等强度。

（来源：科普中国）

运动“过嗨”降低免疫力
2个方法教你判断正确强度

黄亚鑫

近日近日，，西藏山寺桃花盛开西藏山寺桃花盛开。。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普布扎西普布扎西摄摄

洗头发用的水热些好？
水温过高容易损伤毛鳞片和头皮。对油性发

质的人来说，高温还会刺激皮脂腺，加重头发出油。

建议：水温应以人体温度相近为宜。

洗发水直接抹头上？
直接把洗发水倒在头发上，会对头皮产生较大

刺激，甚至引起发炎。

建议：把洗发水揉出泡沫后，再揉搓在头发上。

护发素多抹更滋润？
护发素抹太多或停留在头上太久，可能给头皮

带来负担，加重头发头皮的问题。

建议：在发尾毛糙处涂抹即可，护发素抹在头

发上后，头发干枯分叉严重时，可戴上浴帽，帮助营

养吸收。

洗完头发要搓干？
洗完发后，头发的毛鳞片是打开的，此时的头发

很脆弱，用力搓头发，毛鳞片会受损，头发就会变粗糙。

建议：用吸水毛巾将头发包住，吸干水分。

洗完后要自然风干？
许多人担心吹风机会损伤头发，其实头发处于

半湿半干时，更易滋生细菌。

建议：每次用毛巾擦拭后，用吹风机吹干，短发

吹至九成干以上，长发吹七八成干即可。

（来源：科普中国）

正确洗头，别踩坑

小贴士

眼下正是春耕时节，也是农民朋友每年最忙碌

的时候。春天到了，不少害虫也出动了。在朋友圈

中，似乎时不时就能看到，某地要治理害虫，准备飞

机喷洒药物，请大家做好防护，不要轻易出门等。

这些提醒、注意是真的吗？

实际上，这已经不是这则传言第一次传播了，从

2016年开始，每年春季都有类似的传言。此前，就有

大连、合肥等多地林业部门表示，飞机喷撒药物这种

办法，只针对林区出现大面积虫害的时候才使用，并

且会控制在不对生活造成危害的范围内，市区内不会

使用这种方法进行病虫害防治。此外，林业部门对此

类涉及林业防疫的消息审批、提前公告和实施的流程

极为严格，不会用在线群发的方式发布。同时，不论

是针对林区的飞机空中作业还是地面喷洒农药，均会

选择对人畜禽安全无害的农药，市民不必恐慌。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副司长黄

修柱也介绍，从抽检的情况看，我国主要的农资质

量是有保障的，2019 年兽药抽检合格率是 98%，农

药合格率是 91%。

飞机喷洒药物不要出门？

市区内不会这样防治病虫害

近日，小朋友在长沙橘子洲景区放风筝。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