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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

4 月，天气转暖，万物生长，一些传言也正悄

悄发芽。

最近，柳絮像雪花一般飞扬，这给部分过敏

的小伙伴，造成了一定的不适症状，更有一部分

人担心，杨柳絮中会不会存在新冠病毒？鸡蛋炒

香椿是人们餐桌上一道家常美食，现在正是吃香

椿的时节，但近期有传言称吃香椿致癌，果真如

此吗？联合国粮农组织最近发出警告，如不尽快

采取措施维持全球食品供应链，那么 4 月至 5 月

份，将会出现粮食供应危机，似乎在一夜之间，全

球的粮食供应就紧张起来了，于是许多人就准备

囤粮了，有这个必要么……

4 月，让我们看看有哪些传言正在刷屏朋

友圈。

吹面不寒杨柳风。4月到 5月，又到了杨柳飞

絮飘扬的季节，每逢此时，就少不了关于杨柳飞絮

的各种传言，今年在新冠病毒的“加持”下，这些传

言又有“变种”。近日有一则传言引发不少关注，

称杨柳飞絮中存在新冠病毒，这是真的吗？

日前，在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同仁

医院鼻科副主任王成硕指出，根据现有研究，没

有证据证明杨柳絮中存在新冠病毒。陆军军医

大学新桥医院呼吸与危重症中心主任李琦教授

表示，病毒离开了特定的温度、湿度等条件后难

以存活，不会在空中停留过长时间。即便是病毒

停留在柳絮上，也不足以达到构成感染的浓度。

市民所看到的飞絮其实是杨柳雌树的种子

和衍生物，它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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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也提示，

面对春季的飘絮期，市民朋友也不用紧张，根据

现有的研究，没有证据表明杨柳絮中存在新冠病

毒。大家在上班途中或室外活动时，可根据自身

需求，佩戴口罩、护目镜、纱巾等防护措施。爱运

动的朋友，可以把活动时间尽量选择在早晨、傍

晚或雨后等飞絮较轻的时段。如飘絮不慎入眼，

请立即用清水冲洗。同时，还请市民朋友注意消

防安全，不要乱扔烟头，谨防引燃飞絮引发火灾

等事故。

杨柳飞絮中存在新冠病毒

阳春 4 月，正是一年中的大好时光。在这个

季节，有一种吃货们期盼已久的食材终于成熟

了，它就是香椿。

“香椿中含有较多的硝酸盐和亚硝酸盐，食

用不当可引起中毒，严重的会增加患癌症的风

险。”每年一到吃香椿的季节，一些传言就流传开

来，尤其是在家庭群里“占有一席之地”，引发不

少爱香椿人士的担忧。

吃香椿会中毒、致癌？对此，中国农业科学院深

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科研人员何宇涵表示，香椿确

实含有一定量的亚硝酸盐，但不等于会致癌，亚硝酸

盐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很多植物在生长过程中通过

吸收土壤中的氮元素转化为硝酸盐和亚硝酸盐，所

以，很多蔬菜中都会存在一定量的亚硝酸盐。

“日常生活中我们食用的是‘香椿芽’，随着

香椿的生长，亚硝酸盐含量也会逐渐增加，而我

们所吃的‘香椿芽’是亚硝酸盐含量最低的时期，

同时亚硝酸盐在体内的代谢比较快，只要摄入量

不超过国际标准每日允许摄入的含量，对于身体

的影响并无太大影响。”何宇涵说。

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制定的亚硝

酸盐每日允许摄入量是0.13毫克/每千克体重。一

个体重为 60千克的成年人，如果想吃香椿吃到亚

硝酸盐中毒，至少需要吃1.6千克左右的香椿。

何宇涵介绍了香椿的安全吃法：“首先选择

幼嫩的‘香椿芽’，其次要焯水后再食用，如量比

较多可以焯水后分装冷冻，尽量半个月内食用

完。对于喜欢吃腌香椿的朋友，建议腌制 20天后

再食用，可降低亚硝酸盐的含量。”

新鲜香椿芽还是可以放心吃的，但需要提醒

的是，部分人群可能本身就对香椿过敏，过敏的

严重程度是受自身对香椿敏感程度而确定的，有

些人群食用香椿过敏后还会出现呼吸道水肿，常

有呼吸困难、头晕眼花等情况出现，严重的甚至

会出现窒息的情况，因此严重过敏者需要及时就

医。所以，建议过敏体质者或者健康人群在身体

抵抗力差、身体不适的时候，应少吃或不吃香椿，

避免引起过敏症状。

吃香椿会中毒、致癌

脱发一直是不少人心中的痛，洗发水选择成

为脱发人士慎之又慎的问题，而到了春天，像《还

在为春天踏青而烦恼吗？无硅油洗发水带你摆

脱“谢顶之忧”》这类文章也开始在朋友圈广泛传

播，不免让脱发人士心动，那么无硅油洗发水真

的能帮你摆脱脱发的烦恼吗？

“硅油在化妆品或护肤品中应用相当广泛，

且已获监管部门批准，可以在化妆品中使用，有

柔润的作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皮肤科副

教授郑跃指出，硅油本身无毒、无味，不会引起皮

肤刺激和过敏。

洗发水中的硅油，有一小部分沉积到头发上，

起着柔顺、滋润发质的作用。由于它属于大分子

物质，不会被头皮毛囊吸收。郑跃强调，添加硅油

的洗发水所含的硅油并不多，冲洗过后，基本不会

残留在头皮上，因此没必要“望硅油而色变”。

“干性头皮油脂分泌少，发质毛躁或者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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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跃表示，如果

是出油多的头皮、油性发质，建议使用清洁力强

和控油的无硅油洗发水，用无硅油的洗发水洗完

发质会更蓬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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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跃说。

郑跃指出，引起脱发的原因有很多，如精神

压力、营养、药物、内分泌改变、产后脱发等，还有

遗传相关的雄激素源性脱发。每根头发也有自

己的生长周期，在休止期会出现暂时性的脱发。

“虽然脱发有遗传因素的影响，但大家也不

用太焦虑，后天可以通过合理休息、健康饮食等

方法来减少脱发。其实正常人每天都会脱发，休

止期的脱发，过后可以重新生长。每日脱发量在

100根以下，都是正常的，不用过度担心。”郑跃建

议，预防脱发一定要减少熬夜，充分休息，少吃油

腻煎炸辛辣食物，更要保持愉快平静的心情。

常用含硅油洗发水导致脱发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快速蔓延，一些

国家开始限制或者禁止粮食出口，造成国际粮

价上涨。在全球粮食形势紧张的情况下，一则

“中国粮食供应面临危机”的消息在网上流传开

来，很多人都开始疯狂囤粮。那么中国粮食供应

真的出现危机了吗？

对此，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魏百刚表

示，我国粮食产量丰、库存足，即使在前一阶段国内

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市场上的粮食以及各类副食

品都是货足价稳，老百姓家里都是米面无忧，现在

更没有必要去抢购囤积，粮食还是要吃新的好。

魏百刚分享了 4 组数据，以此来消除人们对

这个问题的顾虑。

“第一组数据是粮食产量。这些年我们国家

粮食连年丰收，已连续 5 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

上，去年粮食产量是 13277亿斤，创历史新高。第

二组数据是人均粮食占有量。2010年以来，我们

国家人均粮食占有量持续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2019 年超过 470 公斤，远远高于人均 400 公斤的

国际粮食安全的标准线。”魏百刚介绍，第三组数

据是粮食库存量。目前我们国家粮食库存是充

足的，库存消费比远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

17%—18%的安全水平，特别是两大口粮，小麦和

稻谷库存大体相当于全国人民一年的消费量。

第四组数据是我国谷物进口量。我们国家谷物

年度进口数量不大，去年净进口 1468 万吨，相当

于不到 300 亿斤，仅占我国谷物消费量的 2%左

右，我们进口的主要是强筋弱筋小麦、泰国大米

等，主要目的是为了调剂需求结构，更好满足人

们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国内粮食紧缺需尽早囤粮

本报记者 马爱平

最近，张文宏医生提出来的“孩子早餐不许喝

粥”在社交平台引起热议。粥，作为中国人最喜欢

的传统食物之一，几乎是每天都会出现在很多人家

的餐桌上。那么粥的营养价值几何？早餐喝粥合

不合适？

主要营养成分是碳水化合物

“自黄帝时起，人们开始‘烹谷为粥’。”陆军军

医大学新桥医院中医科专家晋献春教授说，在古书

《周书》中就有对喝粥的记载，所以中国人喝粥的历

史至少有 2000年。

我们通常所喝的粥是用大米或小米熬制的，一

般粥里还可加一些豆类或是葡萄干、莲子、桂圆、山

药、红薯等。“粥的主要营养成分是碳水化合物，是

为人体提供能量的三种主要营养素（蛋白质、碳水

化合物、脂类）之一，摄入后可在体内代谢中快速提

升血糖并提供能量。”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营养科营养师黄陈表

示，粥因为食物糊化程度高，在体内很容易被淀粉

酶水解并快速吸收，所以对胃肠的负担较轻，这是

从消化负荷上来说能够起到养胃的作用，加上粥一

般含有矿物质，食物偏碱性，可适当中和胃酸，让胃

感觉舒服，特别是在肠胃功能低下，或者发生肠道

感染、腹泻等情况时，喝点粥对身体有益。

儿童早餐需搭配高蛋白食物

“早餐喝粥，可以，但必须搭配高蛋白质高能量

食物。”黄陈介绍，因为粥的能量密度低，蛋白含量

低，属于供能速度快但供能总量低的食物，早餐只

喝粥满足不了整个上午的能量消耗，所以一定要搭

配高蛋白高能量的食物，比如奶制品、面包、馒头、

包子、鸡蛋，“特别是奶制品和鸡蛋，富含高蛋白”。

儿童新陈代谢快，精力比较旺盛，能量消耗很

大，吃早餐要吃一些能抗饿的，也就是“在肠道缓慢

吸收”的食物。如果只吃粥，能量不满足消耗，机体

就会燃烧自身储存的糖原及脂肪来提供能量，这样

不利于防疫期间维持正常的免疫力。

同时，儿童的胃容量较小，只吃粥很快就把胃

容量填满，提供的能量自然就很有限，所以不建议

儿童早餐喝粥。如果确实喜欢喝粥，最好是搭配一

些含水量低且富含蛋白质及能量的食物。这样对

于儿童来说，整个上午才会有源源不断的能量提

供，维持正常的血糖水平。

对于成年人来说，粥只是一种主食类食物，但

早餐同时要注意多种营养成分的补充，如维生素、

优质蛋白等最好不要落下，还可以适当添加一些坚

果类食物，其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可以补充不饱和

脂肪酸的摄入，也可在粥中添加其他食材，例如蔬

菜、瘦肉来提高营养价值。

总的来说，选择食物不能太绝对，“适当”“适

量”很重要。

不论粥，还是牛奶、鸡蛋、面包等，适合其体质

的才是最重要、最健康的饮食。

听了张文宏的话
我们认真研究了孩子早餐喝粥这件事

本报记者 雍 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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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喝奶，钟南山院士说，自己每天都要喝两

大杯。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大坪医院）营养科营养师

张红梅表示，牛奶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维生

素和矿物质等营养物质，成分齐全、组成比例适宜，

是一种易消化吸收的高营养食物。

以小学生为例，一天需要约 50克蛋白质，按早

餐摄入全天总量 30%计算，早餐应摄入蛋白质 15

克。一盒牛奶加一个鸡蛋，基本就能满足早餐需

要。张红梅表示，早餐饮奶，最好同时与谷类食物

一起食用，这样可以充分利用牛奶优质蛋白质的营

养价值，补充谷类食物中赖氨酸的不足，形成蛋白

质互补，提高蛋白质吸收利用程度。

钟南山院士每天两杯牛奶

近日，一则“科学睡眠方法导致婴儿趴睡窒息”的消息引起

广泛关注：一名新手妈妈在“某付费睡眠引导群”提问，称小孩翻

身趴着睡觉一直哭，向群内的老师寻求帮助。“老师”回应“不是

大哭就没事”，然而约两小时后，孩子嘴唇发紫，最终不幸身亡。

悲剧的发生，令人惋惜心痛，同时也引发了对于是否应倡导

对婴儿进行独立睡眠训练的讨论。这些声称“科学”的育儿训练

真的科学吗？婴儿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睡姿？什么阶段的宝宝需

要训练独立睡眠？如何才能防止婴儿睡眠窒息？科技日报记者

就此向业内相关专家求证。

婴儿应经常变换睡姿防止窒息

宝宝刚出生从早到晚几乎都在躺着，采取什么样的睡姿对

宝宝的健康有利，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儿科主任、主任医师曹海霞介绍，睡姿直

接影响到新生儿的生长发育和身体健康，不应固定睡姿不变，应

该经常变换体位，更换睡眠姿势。

“宝宝的睡姿主要由照顾人决定，一般中国人的习惯是让孩

子及早把头躺平，因此多采取仰卧位，而且还用枕头、棉被、靠垫

等物固定他们的睡姿，这是不科学的。而欧美人的习惯是让孩

子俯卧，认为这样不影响孩子大脑的生长发育，这是有一定科学

道理的，但另一方面，由于护养的疏忽问题，窒息死亡的比率也

居高不下。”曹海霞说。

曹海霞介绍，正确的做法是经常为宝宝翻身，变换体位，更

换睡眠姿势，吃奶后要侧卧不要仰卧，以免吐奶。左右侧卧时要

当心不要把小儿耳轮压向前方，否则耳轮经常受折叠也易变

形。侧卧位睡眠既对重要器官无过分地压迫，又利于肌肉放松，

万一婴儿溢乳也不致呛入气管，是一种应该提倡的小儿睡眠姿

势。但宝宝的头颅骨缝还未完全闭合，如果始终或经常地向一

个方向睡，可能会引起头颅变形。例如长期仰卧会使孩子头型

扁平，长期侧卧会使孩子头型歪偏，这都影响外观仪表。

值得一提的是，家长们对“婴儿存在睡眠问题”这一概念的界定

要科学合理，不能想当然地将睡眠问题与婴儿身体健康问题时刻联

系在一起而自我加压。正如国内某婴幼儿睡眠咨询专业机构CTO

王石云月所指出，其实我们常说的婴儿睡眠问题，只能叫做行为性

的睡眠问题，它和真正病理性的睡眠障碍是有很大区别的。

建议在4到6个月开展睡眠训练

事实上，培养孩子独立睡眠，是婴幼儿成长过程中需要完成

的一项“使命”，问题在于，孩子在多大的时候来接受并完成这项

使命最为合适？

曹海霞认为，不少妈妈提倡尽早让宝宝独自睡，甚至从出生

就让宝宝单独睡，既能培养独立性，又能不打扰到自己安睡。但

真正这样执行起来，母亲反而更累。原本可以伸手拍拍就继续

睡的宝宝，反而需要去另一个房间，花更多时间安抚才能睡熟。

宝宝醒来的次数也更多。

大多数育儿专家建议爸妈在宝宝 4 到 6 个月大的时候开始

睡眠训练。曹海霞称，当宝宝 4个月左右的时候，基本就已经具

备了比较规律的睡眠习惯，拥有了睡整觉的能力，当然也有一些

宝宝满 1 岁后还无法睡整觉，所以天生能不能睡整觉在宝宝中

是存在个体差异的。

“婴儿从出生到 3 岁，需要的不是什么独立性，而是最大程

度上满足对父母的依恋。西尔斯医生在《亲密育儿百科》里批评

了婴儿睡眠训练法，鼓励妈妈和宝宝一起睡。夜间宝宝需要睡

在妈妈身边，需要听到妈妈的心跳、闻到妈妈的体味、感受到妈

妈肌肤的温暖，藉此获得安全感，才能睡得更安稳。”曹海霞说。

3个月宝宝趴睡身亡，

婴儿究竟需要怎样的睡姿？

本报记者 张 蕴 张景阳

新华社讯 （记者郑明达 田晓航）“五一”假期即将来临，老

百姓能否外出旅行？出游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中国疾控中心研

究员冯录召近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说，对于

大部分近期没有病例报告的地区，出行比较安全，但仍要保持警

惕，而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妇等高危人群则不建议出行。

“对于出行人员要注意预防，建议就近错峰出游，尽量避开

热门景点或者景点的高峰时段，避免在密闭空间内开展一些娱

乐项目。”冯录召说，如果准备跨地区出游，应选择近期没有病例

报告的地区，并提前联系景区，了解当地防控政策，按要求做好

准备，同时准备口罩和手消毒剂以备路上使用。

冯录召建议，如果乘坐飞机或者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要遵

守秩序和乘务人员的管理要求，全程佩戴口罩，做好手卫生，并

妥善保存票据以备查询。

冯录召说，游玩过程中，要有序排队，注意保持人际距离和

咳嗽礼仪。在住宿方面，应选择卫生条件良好的宾馆，入住后要

开窗通风。“旅途中出现发热、干咳、乏力等症状应该到就近的医

疗机构就诊。”

关于就餐问题，冯录召建议，乘坐交通工具时尽量减少饮食

次数，景区就餐首选外带食品，如需餐厅用餐，则建议间隔落座

或同侧用餐，与其他人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

近日，有地方公布的确诊病例行动轨迹显示，患者和其他确诊

病例一同聚餐，并可能因此被传染。对此，冯录召说：“当前仍不推荐

大规模聚餐，也不建议携带没有自理能力的婴幼儿进行堂食。”

冯录召表示，普通就餐建议选择卫生条件好的餐厅，就餐前

做好预约，错峰用餐以避免拥挤。进入餐厅前要配合工作人员做

好体温测量、登记，如有发热则不应进入餐厅。在餐厅要尽量减

少接触公共设施，做好手卫生，用餐时尽量与他人保持一米以上

的距离，注意咳嗽礼仪。“如多人共同用餐，推荐使用公筷和公勺。”

“五一”假期

三类人不宜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