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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您提个醒

开学季，家长们又开始忙着给孩子们置办

各类“装备”了。除了学习用品，学习桌、近视治

疗仪、各种功能性补品也不时撩拨着望子成龙

的家长们。不过，这些名目繁多的产品，是否真

有他们宣传的功效？也许，它带给家长们的更

多是心理安慰。

一日三餐的营养摄入，对于部分家长来说，

已经不能承载他们对孩子的爱了。给孩子补充

额外营养，以期望提高孩子的记忆力和抗疲劳能

力是不少家长的期望，这也正是不少营养液、补

充剂的卖点。那么记忆力是如何形成的？这些

产品真的有用吗？

“目前科学家对记忆力是如何形成的还没有

研究定论，只有一些假说，例如，人脑中有 860 亿

的神经元，各种各样的刺激会促使神经元生成突

触连接并形成神经通路，通过反复刺激可以加强

这些突触连接，这可能是细胞层次上学习和记忆

的生物机制。”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

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杨元

魁博士表示，不要迷信市面上一些宣称能补脑的

营养液，因为这有可能适得其反。

“营养品超量进补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而

宣称能快速提神的营养液，还要提防是否有兴奋

剂。有时这些兴奋类物质很隐蔽，未必会标注在

外包装上。如果长期服用，可能会让孩子的神经

系统发育异常，神经想持续兴奋的话，需要的刺

激会越来越大。一旦没有强烈的刺激，记忆力、

注意力会受影响。”杨元魁说，其实家长不必太焦

虑，增强记忆的最好方法就是睡眠、运动以及通

过食物摄入营养。

他建议，可以参考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膳食

宝塔，每天摄入足量的优质蛋白、不饱和脂肪酸、

微量元素、维生素等，以保证孩子的身体所需。

此外，足量的睡眠也可以及时让大脑“推

陈出新”。“近年来科学界发现，人的年龄越小，

脑神经细胞的代谢越旺盛，代谢产生的废物就

越多。这些物质积累多了，会损伤神经细胞，

导致注意力下降、记忆力下降、情绪失控、抑郁

烦躁，还可能会使得老年痴呆提前到来。为了

将 这 些 废 物 从 脑 里 清 除 ，使 神 经 细 胞 不 受 干

扰，就需要睡眠。睡眠时，脑脊液会冲洗大脑，

把 代 谢 的 废 物 裹 挟 着 排 出 大 脑 。”杨 元 魁 说 。

睡眠是对白天学习的知识和技能加工的过程，

在 睡 眠 中 ，大 脑 会 将 白 天 习 得 的 经 验 进 行 提

取、加工，决定哪些记忆转化为长时记忆，哪些

被舍弃，也就是遗忘。

在杨元魁看来，运动对于提高孩子的记忆

力、注意力也至关重要。“运动可以使得大脑的供

氧更为充足，让大脑具有足够的神经效能，促进

大脑发育，多运动的孩子大脑更活跃、更高效。”

补脑营养液

多吃加重代谢负担，提防含兴奋类物质

进入开学季，培养孩子的学习能力、学习习

惯甚至是养成良好的学习姿势，成为不少家长的

目标。在某知名购物平台上，不少商家的学习桌

开始大促销。反射护眼贴面减少眼疲劳、从小远

离近视驼背等字眼，成为不少学习桌的卖点。有

些家长不惜重金为孩子购买了昂贵的课桌椅，但

它们究竟能否让孩子挺直腰杆、预防近视？

“近几年，因为驼背来看病的孩子，确实有

所增加，这与学习负担重，写作业、听课时不注

意坐姿，行走时身体松松垮垮都有些关系。”南

通大学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刘璠告诉科技日报记

者，身体处于挺拔状态时，肌肉要紧绷，相对比

较累，而驼背时状态松弛，所以人会有一些惰

性。学习桌可以起到辅助、提示的作用，但如果

网红学习桌

有辅助、提示作用，重点是维持正确姿势

近年来，与近视的斗争成为不少家长的心

病，眼花缭乱的近视治疗方案也层出不穷，近视

治疗仪就是其中的一种，但它们到底能带来多大

的近视矫正希望？

“有临床观察显示，有的近视治疗仪可以在

短时间内补充光照的不足，促进视网膜多巴胺

分泌，设备特定光源的刺激可以让脉络膜厚度

恢复，从而抑制近视的发展。但毕竟缺乏基础

研究的支撑和大量的样本做临床观察研究，所

以我们一般也不向患者推荐使用近视治疗仪。”

王晶说。

“有的近视治疗仪是通过变焦，让眼睛一会

看远，一会看近，来训练眼球的睫状肌不断地收

缩、放松，以缓解近视；还有一种是通过雾化治

疗，帮眼睛放松。但从临床效果看，戴近视治疗

仪的孩子，短期内可能视力微微有所提升，但过

后就又回到原来的水平了。”南京医科大学附属

第二医院眼科主任张晓俊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近

视治疗仪的治疗效果比较有限。

眼球其实就像一架照相机，要拍清楚照片，

需要聚焦在底片上。对焦的过程就叫调节，是依

赖眼内肌肉的运动完成的。看近就像弹簧收缩，

也就是调节紧张，看远就是弹簧舒张，也就是调

节放松，过度的调节就可能导致近视。

“近视的形成原因复杂，目前人们对其还没

有完全了解，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是近视形成的

重要原因。目前，近视是可防可控不可治，而每

天 2小时的户外活动是预防近视最好的方法。沐

浴在阳光中，阳光能使眼球分泌多巴胺，以达到

控制近视的目的。”张晓俊说。

有研究显示，视网膜多巴胺，日间含量较高，

夜间含量较低。多巴胺作为视网膜上光调节释

放的神经递质，可提高日间视网膜功能，通过光

和视觉信号抑制眼球的生长。所以多在户外活

动，增加日光照射对近视防控有很好的作用。

目前只能通过一些方法部分控制近视的进

展，张晓俊说，业界认可的方法一是配戴角膜塑

形镜，二是每晚使用 0.01%低浓度的阿托品，但即

使是这两种方法，疗效都只有 50%左右。

同时他建议，孩子学习时，应该保持“三个

一”，即书桌到胸部距离一拳、眼睛到书本距离一

尺、握笔到笔尖的距离为一寸。

近视治疗仪

短期内或提升视力，效果并不持久

开学了开学了，“，“学习用品学习用品””的套路又来了……的套路又来了……
本报记者 金 凤 不能让孩子维持正确的坐姿、行走姿态，还是可

能造成驼背。

青少年常见的脊柱畸形有两类，一类是驼

背，另一类是侧弯。“有的是由于基因缺陷，有的

是姿势性驼背和特发性侧弯。”江苏省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李青青告诉科技日报记者，驼背患者

常见的是由于长期低头等不良坐姿导致的，少部

分由于脊柱结核等疾病所致，姿势性驼背或侧弯

一般不严重，通过锻炼身体就可以矫正。而特发

性侧弯，至今还很难说诱因是什么。

李青青建议，预防驼背主要靠保持正确姿

势，平时也可以经常慢跑，例如每天慢跑 15—20

分钟；也可以多游泳，让脊柱充分伸展，姿势性驼

背矫正的黄金期在青少年阶段，如果过了十五六

岁，发育快结束了，再矫正就晚了。

刘璠建议，克服驼背，一是让孩子养成好习

惯，另外也可以多让孩子做引体向上等运动。

记者在网络搜索发现，不少学习桌的桌板调

节角度不可谓不精细。最佳书写角度为 10°、阅

读 15°、绘画 40°……这些卡尺般的设计角度能

否筑起孩子视力的护城河？

“到底多大的桌面夹角能预防近视，目前还

没有统计学的分析，近视防控与阅读时间、阅读

距离都有关系，预防近视还是要通过减少用眼

时间，阅读距离保持在 33 厘米以上，同时增加

户外活动时间。”南京市第一医院眼科主任医师

王晶说。

什么样的课桌椅更有利于保护视力与预防

近视？北京市疾控中心学校卫生所所长郭欣表

示，在家中，不能用餐桌、餐椅或者床来代替。餐

桌、餐椅经常会过高，而床软且低。对于有可调

试桌椅的家庭，可以根据孩子的身高，按照中小

学生课桌椅各型号的身高范围表，找到适合孩子

的桌面高和座面高。也可以让孩子坐在椅子上，

大腿和小腿垂直，背挺直，上臂下垂，手肘在桌面

以下 3—4厘米的原则来校正课桌椅。

99月月11日日，，重庆市沙坪坝区树人景瑞小学学生进入校园重庆市沙坪坝区树人景瑞小学学生进入校园。。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王全超摄摄

近年来，饭后再吃点具备各种功能的营养补充

剂，似乎成为了不少人的选择。当下人们越来越关

注健康方面的需求，如何合理膳食，如何补充营养

素等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除去日常膳食摄

入，普通消费者有必要常规服用维生素、矿物质以

及其他各种膳食补充剂吗？

未发现能有效降低心血
管疾病等患病风险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食品营养学》这样

解释营养补充剂：营养补充剂是饮食的一种辅助手

段，用来补充人体所需的氨基酸、微量元素、维生

素、矿物质等。营养补充剂可以是由氨基酸、多不

饱和脂肪酸、矿物质与维生素组成，或仅由一种或

多种维生素组成，也可以是由一种或多种膳食成分

组成，其中除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素之

外，还可以有草本植物或其它植物成分，或以上成

分的浓缩物、提取物或组合物。

青岛大学营养与健康研究院首席教授李铎和

美国、英国、加拿大四位学者在《英国医学杂志》

（BMJ）上发表了文章《维生素和矿物质补充剂对健

康的影响》，评估了多种营养补充剂的效果，其中包

括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鱼油等。

研究发现，在美国，超过 70%的 65 岁以上的成

年人使用营养补充剂，相比之下，三

分之一的儿童和青少年使用营养补

充剂。研究中美国学者估计有 5%

的人摄入了过多的微量营养素，美

国和加拿大的孩子有 80%和 97%补

充了过多的维生素 A。使用营养补

充剂的女性多于男性。使用最广泛

的营养补充剂，前三名是维生素 C、

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D，然后是维生

素 B12、维生素 B6和钙。

前述论文显示：随机对照试验

结果表明不支持使用维生素、矿物

质及鱼油补充剂来降低非传染性疾

病的风险。营养补充剂的服用显著减少了大多数营

养素摄入不足的情况但也增加了某些营养素摄入过

量的情况，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以评估营养补充剂

对一般人群和有特定营养需求的个人（包括来自低

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健康的长期影响。

“以维生素 C、E 和 D 为代表的营养补充剂风

靡西方世界，但国人却没有普遍服用。”北京科技大

学化学和生物工程学院教授宋青表示，微量营养素

通过食品补充最自然，而且设计严格的科学临床实

验对这些维生素补充剂的繁多的治疗功能也还未

能给出最终结论。

“相关随机对照试验的结果说明，对没有营养

素缺乏表现的健康人群来说，吃维生素也好，矿物

质也好，鱼油胶囊也好，都没发现能有效降低心血

管疾病、癌症或 2型糖尿病的患病风险。”中国农业

大学食品学院副教授范志红表示。

效果因人而异，服用数
量、时间都要考虑

营养补充剂到底要不要吃呢？范志红说，要在

分析具体情况的基础上做决定，而且补充数量要合

理，大剂量摄入营养补充剂的时间不要太长。

“目前还有很多人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健康

人’，未必能保证‘日常从天然食物中能获得充足营

养素’，可能在短期之内，还是需要注意补充某些营

养素的。”范志红说。

宋青从化学结构来评估补充微量营养素的

益处。

“维生素 C 是几个重要酶的必需辅助因子，但

是人类和大多数灵长类动物不能通过自身合成，所

以必须从食物中摄取。维生素 C 也是体内水溶性

抗氧化剂。人体的能量来自燃烧化学物质，燃烧过

程会损伤细胞结构，抗氧化剂可以减少燃烧损伤。”

宋青说。

宋青表示，维生素 E 则是体内脂溶性抗氧化

剂。维生素C和E的抗氧化作用是由各自的化学结

构决定的，所以由于细胞结构的氧化而引起的衰老

从理论上可以通过维生素C和E等抗氧化剂延缓。

“维生素 D 是胆固醇通过日光紫外线的照射

合成出来的，对骨骼的健康必不可少。但是维生素

D 是一类甾醇激素，与其紧密结合的受体广布全

身，所以生理作用不仅仅限于骨骼。近年动物实验

和临床实验发现维生素 D 可以影响众多生理活

动。补充维生素 D 可以提高免疫力抵御各类疾

病。”宋青指出。

宋青表示，虽然维生素 C、D、E 特有的化学结

构保证其强大的保健功能，但是通过膳食营养补充

剂额外补充是否有益，需要综合考虑。如果摄取的

食物中已有足够含量，额外补充会增加生活成本。

对于特殊人群，比方说运动员、减肥人士、老年人、

慢性严重疾病患者，补充维生素等微量营养素是维

持或恢复生理健康的有力保证。

营养补充剂风靡西方，专家指出——

微量元素还是“食补”最靠谱
本报记者 马爱平

学习桌、近视治疗

仪、营养液……开学季，

不少家长忙着给孩子置

办各种“装备”。在商家

的宣传中，这些产品有些

能治疗近视、矫正坐姿，

有些提高记忆力和抗疲

劳能力。但研究表明，合

理膳食、多运动、养成良

好的生活习惯才是孩子

们健康成长的关键。

最近，19 岁的宁波女孩因为把鼻梁上的痘挤掉，引发了颅

内感染，患上“海绵窦血栓性静脉炎”而住院。年轻人面部长痘，

尤其是油脂分泌旺盛的三角区长痘是比较常见的，不少人为了

美观会挤掉痘痘，殊不知，这个“挤”的动作很危险。那么，挤一

颗小痘痘可能带来哪些大隐患？

首先，我们来看看痘痘是如何形成的。大部分人都是在青

春期面部开始出现痘痘，这个时期，荷尔蒙（雄激素）激增，脸上

大肆“出油”，同时毛囊口堵塞形成角栓，密密麻麻的粉刺开始显

现出来。毛囊中的痤疮杆菌在食物（甘油三酯）充足的情况下必

然大量繁殖，进一步加剧了炎症，形成红色的痘痘。

挤痘痘不仅不能将痘痘清除，反而可能会使其加重，在脸部

留下疤痕。自行挤压痘痘，会使炎症蔓延，也会让病菌进入，这

样不但会出现更明显的色素沉着，甚至留下永久性、凹陷性疤

痕。更为严重的是，乱挤痘痘，尤其是“危险三角区”的痘痘可能

引发各种感染，甚至危及生命。

人体面部有个“危险三角区”，是以人的鼻骨根部为顶点，两

口角的连线为底边的一个等腰三角形区域，包括了人的上下唇、

鼻子以及鼻翼两侧。三角区的静脉分布和动脉基本上是一致

的，并分别构成深浅两个网。深部静脉网不仅与浅静脉的分支

相通，而且与眼眶、颅腔海绵窦相通。瓣膜的功能是防止血液的

回流，面部静脉腔内无瓣膜，因此面部静脉没有这个功能。当面

部发生炎症，尤其在三角区域内有感染时，易导致细菌侵入颅

内，严重感染时在面部静脉内形成血栓，影响正常静脉血回流，

并且逆流至眼上静脉，经框上而通向颅内蝶鞍两侧的海绵窦，将

面部炎症传播到颅内，产生海绵窦化脓性、血栓性静脉炎等严重

并发症。一旦发生了并发症，通常可出现眼睑水肿、结膜淤血、

眼球前突，上睑下垂甚至视力障碍等症状，炎症还可向眼部及周

围组织扩散，全身可出现寒战、发热、头痛等，病情严重者，甚至

可发生败血症，危及生命。 （来源：科普中国）

挤痘引发颅内感染

这种操作很危险

牛奶是许多人早餐必不可少的食物，也是最古老的天然饮

料之一，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被誉为白色血液。然而，人们关

于牛奶的认知有时却存在误区。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那些

常见的认知误区。

空腹不能喝牛奶？

空腹状态下喝牛奶，牛奶中的脂肪和乳糖可以提供能量，并

不会造成蛋白质的浪费。而且，空腹喝牛奶非但不会伤胃，反而

有利于胃部健康，因为牛奶中的乳清蛋白具有抗微生物感染及

控制黏膜炎症的作用。由于人的个体差异，对于那些乳糖不耐

受的人而言，空腹喝牛奶容易加重乳糖不耐症的症状，因此在空

腹饮用牛奶后容易出现腹胀、腹泻等不适现象。对于这一类人，

建议在饮用牛奶时搭配早餐或其他食物，这样可以减少乳糖不

耐受的症状，营养吸收也会更多、更均衡。

牛奶敷脸能美白？

其实，牛奶并不富含特殊的美白成分，其所含的蛋白质分子

比较大，不能直接经过皮肤被吸收，因此用牛奶敷脸并不能达到

美白效果。牛奶敷脸的好处最多是冷湿敷本身的湿润、降温效

果，可以使晒后皮肤的毛细血管收缩。另外，直接用食品做面膜

容易滋生细菌，还有导致皮肤表面正常菌群失调的风险。

牛奶煮沸后会损失营养、生成有害物质？

网传“牛奶煮沸会使蛋白质‘烧焦’，生成糖基氨基酸，不易

消化吸收，还会影响身体健康”。事实上，所谓的“蛋白质烧焦”，

其实是蛋白质中的氨基酸与乳糖发生美拉德反应，“果糖基氨基

酸”就是美拉德反应的产物之一。在大家的日常经验中，通常把

牛奶加热到沸腾，也不会见到颜色变深、出现“焦糊味”的状况，

这意味着美拉德反应发生的程度微乎其微。此外，通过正规渠

道购买的牛奶，不管是巴氏鲜奶还是常温奶，都没有必要加热到

高温，不过如果消费者要加热煮沸，也并不会对身体有害或者损

失多少营养。

袋装牛奶可以用微波炉加热？

不少人有饮用前将牛奶加热的习惯，也有人将牛奶连同包

装袋放进微波炉中加热。实际上，袋装牛奶之所以有长达数天、

一个月甚至几个月的保质期，是因为其包装材料选用的是含有

阻透性的聚合物或是含铝箔的包装材料。虽然这两种包装材料

都是安全可靠的，但是还存在一个使用问题。聚合物材料的主

要成分是聚乙烯，在温度达到 115℃时就会发生分解和变化，而

且它不耐微波高温，所以这种包装的袋装牛奶不能放入微波炉

中加热。而铝箔属金属性材料微波加热会着火，所以也是绝对

禁止微波炉加热的。

所以，一般的牛奶包装材料只要在 100℃以下都不会产生

问题，如果袋装牛奶需要带袋加热，可以用 100℃以下的开水烫

温奶袋，使牛奶温热。如果需要用微波炉热奶，则必须倒入微波

专用容器再进行加热。 （来源：科学辟谣平台）

牛奶常喝

这些“常识”不能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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