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饭后‘葛优躺’不可取。”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中医科主任医师杨如意在看过相关视频后，向科

技日报记者解释道，人们在刚吃过饭后，胃内充

满食物，消化机能正处于运动状态，此时平躺会

影响胃肠蠕动，不利于食物消化和吸收。

另外，杨如意提示道，若饭后立即入睡，在睡

眠状态下，人体的新陈代谢率会逐渐降低，很容

易使食物中的热量转化为脂肪，从而令人发胖。

餐后平卧可缓解脑供血不足？

真相：立即躺下不利于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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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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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走在街上，能看到五颜六色的衣服，这都是纺织品染

料的功劳，而大部分纺织品染料都是化学染料。最近有传言称，

纺织品染料有毒，颜色越鲜艳、毒性越大。此外，还有传闻称，深

色染料含有甲醛，颜色鲜亮的衣服含有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可

分解芳香胺染料，消费者稍不留神就会买到“有毒”的衣服。

事实真是如此吗？

化合性染料和植物性染料，是纺织品染料的两大门类。相

比传统植物性染料，化合性染料成本更低、色谱更全，在上染性

和固色性方面表现更好，因此它几乎取代了植物性染料，在纺织

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那么，化合性染料会影响身体健康吗？

首先，化合性染料虽种类繁多，但其本身无毒。在印染过程

中，化合性染料与纺织纤维发生化学反应，从而实现染色，其与

纤维结合后是没有毒的。

化合性染料中占比最大的一类染料是偶氮染料，该染料的

种类超过 3000种，它们大都不具有毒性。只有一小部分偶氮染

料，与人体的代谢产物混合后，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化学反应，

释放出致癌物，损害人体健康。不过，这类偶氮染料早已被国家

禁止使用。印染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必须遵照强制性标准，保证

产品的安全性。

再来说说，染料里是否含甲醛。

纺织品里的甲醛，通常来源于加工时使用的树脂整理剂、柔

软剂、固色剂、阻燃剂、防水剂等助剂，使用它们可提升面料的品

质。目前，我国纺织企业已采用无甲醛或低甲醛的助剂来逐步

替代含有甲醛的助剂，以降低纺织品中甲醛超标的风险。此外，

在加工过程中，生产企业也会使用甲醛捕捉剂，来有效减低成品

中甲醛的含量，以达到出厂标准。

纺织品中甲醛的含量在国家标准中也有严格的规定和要

求。国家强制性标准 GB18401-2010《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

技术规范》规定：A类纺织品甲醛含量应不超过 20mg/kg，B类纺

织品甲醛含量应不超过 75mg/kg，C 类纺织品甲醛含量应不超

过 300mg/kg。其中，婴幼儿纺织产品应符合 A 类要求，直接接

触皮肤的产品至少要符合 B 类要求，非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至

少应符合 C类要求。

如果担心衣服中残存的甲醛损害健康，可利用甲醛易溶于

水的原理，将新买的衣服先进行清洗、晾晒，之后再穿。

衣服颜色越鲜艳毒性越大

谣言！

如今，不少人的生活已离不开手机。当屏幕上提示“电池电

量低”时，很多人甚至会产生“电量焦虑”。怎么能迅速把手机的

电充满？网上盛传一种方法，开启手机的飞行模式，可大幅提升

充电速度，甚至可提升一倍。那么，这种方法是否真的有效？

实际上，充电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充电速度和用电速度差值

的大小。在充电速度一定的前提下，开启飞行模式会降低手机

使用功耗，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充电速度，但不可能做到

“大幅提升”。

手机的飞行模式，又被称为航空模式，用户通常在乘坐飞机

时，开启此模式，切断通讯信号，以免手机信号的发射和接收对

飞机飞行造成影响。飞行模式通过关闭手机的射频部件功能，

从而降低了手机的使用功耗。

在 2013 年，有人曾做过实验，为两部不同模式的手机进行

充电。1 号手机开启飞行模式，其剩余电量为 27%，15 时 3 分开

始充电，到 16时 9分电量为 67%，耗时 1小时 6分钟，存储了 40%

的电量。2号手机未开启飞行模式，在同样的充电时间内，它存

储了 30%的电量。

通过该实验，我们可以发现，在飞行模式下给手机充电，充

电速度会比不开启此功能时快。不过，网传的“大幅度提升充电

速度”或“将充电速度提升一倍”，这些说法并未被证实。比较上

述 1 号和 2 号手机存储进的电量，1 号手机比 2 号手机多存了

10%的电，速度比 2号快了约 33%，并没有达到传言中的 2倍。

从充电角度来看，很大程度上，手机的充电速度，取决于充

电器的输出功率，还有电源管理芯片的协议以及电池的特性。

如今，快充技术已成为手机的“标配”，大部分手机的充电速度已

得到显著提升。

而从用电角度来看，无论是搜索基站信号，还是 Wi-Fi、

GPS（全球定位系统）、蓝牙，这些无线模块所需要的功耗都非

常小，加起来可能还不到 1 瓦。所以即使开启飞行模式，将手

机的 Wi-Fi、GPS、蓝牙等模块都关闭，能够节省的充电时间也

非常有限。

因此，在目前的充电技术条件下，打开飞行模式，对缩短手

机的充电时间，作用非常有限。可以说，与其开启飞行模式，不

如关机可能效果更好。为了提升充电速度，用户不如在手机充

电的时候，少用或者不用手机，因为各类手机应用软件、长时间

“工作”的屏幕才是耗电大户。

（以上稿件均来源于科学辟谣平台）

飞行模式能提升手机充电速度

误解！

享受美食，是一件让人感到幸福的事。互联网

直播兴起后，吃播备受热捧。然而有些主播为赚取

流量，以惊人的食量为噱头，用狼吞虎咽的画面吸

引眼球。这些所谓的“大胃王”让吃播变了味儿，有

关吃播的负面消息频上热搜，遭到如潮的抵制，吃

播被贴上了“畸形”“浪费”的标签。

那么，这些偏离了品味美食主旨的“大胃王”吃

播缘何“吸睛”？观众看吃播看的到底是什么？

对此，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陈祉妍在

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吃播视频的内

容，满足了部分观众的心理需求，如缓解压力、替

代满足等，适度看该类视频可为他们带来一定的

积极影响。可是，过度观看则可能导致部分观众

进食过多，进而引发健康问题，还可能导致受众

产生消极、逃避等负面情绪，不利于其面对和解

决问题。

看吃播满足四种心理需求

陈祉妍认为，观众看吃播，其实是为满足四种

心理需求。

首先，观看吃播视频，可起到替代满足的作用，

让观众能隔屏“品尝”佳肴。陈祉妍解释道，人类有

很强的社会属性，会受到别人行为的影响，这种影

响有时会起到示范作用，有时是一种替代满足。“所

谓替代就是借由他人行为，体验该行为带来的快

感。现在人们多以瘦为美，都很注意保持身材，一

些人看吃播是因为自己不能吃，通过看别人吃，间

接享受美食。”她说。

其次，观看吃播视频，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观

看者的压力。人在疲劳、压力大时，能通过看综

艺、电视剧等内容简单的节目减压，吃播也属于

这类减压节目。“此外，吃播播主通常不说话，节

目中大部分声音是他们的咀嚼音，类似白噪音。”

陈祉妍解释道，人在感受不到任何外界刺激时，

并不是感到最放松的时刻，反而在适度的感官刺

激下，人会比较舒适。白噪音的机理正是如此，

在单调的声音环境中，无需动脑，又有一定刺激，

有助于放松。

再次，观看吃播视频，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某

种暗示，或可让原本没有食欲的观众，愿意品尝美

食。“有的网友可能本来不想吃东西，或胃口不好，

但当看到主播们大快朵颐的场面，受到影响，或许

也想多吃一点。”陈祉妍说。

最后，观看吃播视频，能让人获得一种“陪伴

感”。据报道，目前我国“空巢青年”人数已达 2000

万，他们大多远离家乡，独自在大城市打拼。“独居

者吃饭时，很喜欢看吃播，他们想让生活变得热闹

点儿，就像有亲朋好友陪伴一样。还有人看直播是

为了打发时间、排遣寂寞。”陈祉妍说。

合理控制投入的时间和金钱

“虽然部分吃播视频，在内容上有些夸张，更在

效果上冲击了珍惜粮食、爱惜食物的基本价值底

线，但就吃这件事而言，它其实是非常有生活气息

的活动。无论是做饭还是吃饭，都会让人感到充满

活力，这会给人带来积极的情绪。”不过，陈祉妍提

示道，看吃播视频，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即，如果

主播吃的是一些不健康的食品，比如垃圾食品、热

量很高的食品等，同时还为其

卖力宣传，这就可能诱导观众

也去食用，这种负面的引导作

用，需要十分警惕。

“在有限的时间内，用这种

方式去放松是完全没问题的。

但如果用大量的时间去看吃播

视频，可能会阻碍一个人真正面

对并解决自己的问题。”陈祉妍

举例道，“比如，一个人感到孤

独、寂寞，甚至有些空虚，那么他

真正要做的，是反思自己的生活

目标，去充实自己的生活，而不

是看直播来消磨时间。”

此外，如果为了寻求代偿去

看吃播，也会带来一定的副作

用。“比如，有人为了控制体重，

想通过看吃播这种方式来控制食欲，这或许能起到一

定的作用，但也有风险。”陈祉妍解释道，“也许会适得

其反，越看别人吃，自己越想吃，越难控制住食欲。”

那么，观众该如何做，才能避免看吃播视频带

来的负面影响呢？

“观众要学会合理控制在看吃播上投入的时间

和金钱。”陈祉妍建议道，可以考虑给电子设备设置

一个使用时限，这样可以控制看吃播视频的时间。

此外，为了防止冲动购买太多食物，观众可进行一

些财务方面的规划，来限制过度消费的行为。

爱看吃播的你，看的可能只是寂寞

民以食为天，吃饭是民众每天都做的事，饭后

该如何养生，是很多人都关注的话题。相关养生

建议在网上不少，有的说“饭后不能运动，否则会

胃下垂”，有的说“饭后喝杯茶,提神助消化”……这

些养生小妙招数不胜数，让人难辨真假。

最近，甚至有人提出，饭后“葛优躺”，才是餐

后养生的正确姿势。这个小妙招来自于短视频

APP 抖音，相关视频称饭后不要站着或坐着，而

应该躺着，因为饭后血液集中在胃部、大脑供血

不足，只有平躺才能缓解由缺血带来的不适。

那么，事实真是如此吗？网上盛传的其他饭

后养生小妙招靠谱吗？饭后养生的正确姿势又

到底是什么？针对上述问题，科技日报记者采访

了多位业内人士。

“从正常生理角度来讲，进食与运动无直接

关系，餐后可以运动。”杨如意解释道，但需要注

意的是，若在饱餐或充分进食后，立即进行剧烈

运动，则可能产生如下风险：其一，由于进食后人

体胃肠道过分充盈，从而引起胃肠道在腹腔内的

“活动空间”变小，若此时剧烈活动，易导致相关

器官在腹腔内扭转、变形，造成肠系膜供血障碍，

易引起肠坏死，此类情况常见于儿童群体；其二，

进食或者饱食后，若进行剧烈运动，可能引起腹

腔压力增高，导致呕吐，甚至引发某些胃食管反

流性疾病。

杨如意建议，饱餐之后，可适当地活动，比如

散步，这样既可以促进胃肠蠕动，也可以减轻胃

食管反流的症状。

不过，虽然饭后可以适当运动，但不要马上

开始。

“饭后不要急着散步。”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

院康复医学科主治中医师毛伟表示，饭后人体胃

内充满食物，马上进行直立性活动，会增加胃部

震动，加重胃负担。尤其是有慢性活动性胃炎、

消化性溃疡等疾病的患者，若饭后立即活动，可

能会加重病情。

饭后运动会造成胃下垂？

真相：适当锻炼可促进胃肠蠕动

就“餐后饮茶提神刮油”这一说法，毛伟表

示，有人认为，饭后喝一杯浓茶，能帮助排除油

脂，减轻油腻感，帮助消食、减肥，但实际上饭后

立即喝茶，不仅不能消食、刮油，还会抑制胃、肠

液分泌，影响人体对食物的消化和吸收，易导致

便秘。

毛伟解释道，茶中富含单宁酸，会影响蛋白

质吸收，阻碍人体有效摄入营养；茶碱还会抑制

小肠吸收铁元素，特别是对于一些严重缺铁性贫

血的患者而言，更不能过量饮茶或者喝浓茶。

另外，还有很多人特别关心，餐后能否立即饮

水的问题。对此，杨如意坦言，餐后立即喝水会降

餐后饮茶提神刮油？

真相：茶会抑制胃、肠液分泌

饭后喝水、茶都不能助消化，那喝酸奶是否

可行呢？

“ 饭 后 喝 酸 奶 ，也 达 不 到 助 消 化 的 目 的 。

餐后不要立刻喝酸奶，饭后两个小时喝较为合

适。”杨如意表示，只有当人体胃液的 pH 值较

高时，才能让酸奶中所含乳酸菌充分生长，利

于身体健康。而饭后两小时左右，人体内胃液

已被稀释，pH 值会上升到 3 至 5，此时饮用酸

奶最佳。

“虽然酸奶不宜饭后立即饮用，但它是个营

养很全面的食物。酸奶富含蛋白质、氨基酸以及

微量元素，而且含有大量的 B 族维生素。”杨如意

补充道。

不过，杨如意表示，对于减肥人群，喝酸奶还

需控制量。

资料显示，100 克酸奶热量为 72 大卡，即便

是脱脂酸奶热量也不低。对于超重人群而言，在

吃早餐或午餐后，辅以酸奶为宜，同时主食量需

适当减少。

“酸奶本身含有一定热量，饭后喝酸奶，就等

于额外摄入这些热量，天天如此，脂肪就可能悄

悄‘上身’。”杨如意提醒道。

饭后马上喝酸奶助消化？

真相：两小时后才是最佳饮用时间

杨如意介绍道，饭后忌立即喝茶，此时喝茶

会妨碍人体对蛋白质、铁质的吸收；忌立即喝冷

饮，此时喝冷饮会引起腹痛腹泻；忌立即吸烟，此

时烟中的有毒物质会比平常更容易进入人体；忌

马上洗澡、游泳，此时洗澡、游泳会减弱消化能

力；忌马上睡觉，立即入睡易导致食物不能被充

分消化。

那么，我们要怎么做才能真正助消化？

杨如意表示，秋凉之后，昼夜温差较大，人

们要特别注意胃部的保暖，适时增添衣服，夜晚

睡 觉 时 要 盖 好 被 子 ，以 防 腹 部 着 凉 而 引 发 胃

痛。在饮食调养方面，应以温、软、淡、素、鲜为

宜，做到定时定量、少食多餐，使胃中经常有食

物和胃酸进行中和；还要注意忌口，不吃过冷、

过烫、过硬、过辣的食物，更忌暴饮暴食；在服药

方面应注意服用方法，最好饭后服用，以防刺激

胃黏膜而导致病情恶化。同时，要讲究心理卫

生，保持精神愉快和情绪稳定，避免紧张、焦虑、

恼怒等不良情绪的产生。此外，在运动方面，肠

胃病人要结合自己的身体情况，适度加强锻炼，

提高机体抗病能力，减少疾病的复发，促进身心

健康。

“大家要养成定时定量进餐的习惯，不要吃

太多淀粉含量高的食物，吃饭时要细嚼慢咽，且

心情要放松，饭后略作休息再开始工作，但不要

立刻躺下。”杨如意提示道，少量多餐可避免胃涨

或胃酸过多，胃酸过多可能会使得胃液逆流至食

道，刺激食道黏膜。

另外，很多人喜欢饭后吃水果、喝汤，其实顺

序反了，这些东西最好在饭前吃。

饭后吃水果，水果会被先吃下去的食物阻滞

于胃中，使人出现胀气、便秘等症状，给消化功能

带来不良影响。如果将吃水果的时间提至饭前，

对免疫系统有益，而饭后吃水果则没有这种养生

功效。

许多人习惯吃饱饭再喝汤，而饭前喝汤可以

给口腔、食管、胃、肠等食物的必经之道加点“润

滑剂”，以减少硬食物对消化道黏膜的刺激。

餐后养生禁忌有这些

坐着坐着、、躺着躺着、、散步……散步……
哪个才是饭后正确姿势哪个才是饭后正确姿势

本报记者 张 蕴 低人体内酶类物质的含量，且饮水会加速食物离

开胃的速度，使饥饿感再次出现，不利于减肥。

“此外，餐后大量喝水，还会稀释胃液，不利

于食物消化。”杨如意建议，餐后喝水时间与进餐

时间，最好间隔半小时左右，同时还需要注意，要

适量饮水，以免加重胃肠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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