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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热搜

张 宇

近来网上有传言称，因为大蒜中含有一种名为大蒜素的物

质，它具有较强的杀菌消炎作用，能“秒杀”伤寒杆菌、痢疾杆菌

等细菌，还可以清除肠胃中的有毒物质，特别是能杀死幽门螺旋

杆菌。那么，大蒜素是否真有此奇效？

大蒜素是大蒜中含有的一种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具有消炎、

降血压、防癌、抗病毒等功效，对多种杆菌，如伤寒杆菌、痢疾杆

菌等，均有抑制作用。但大蒜素并非像传言中所说的，能“秒杀”

伤寒杆菌、痢疾杆菌等细菌。临床统计数据显示，细菌性感染者

需服用含有大蒜素的药物 1 周、真菌性感染者需服用含有大蒜

素的药物 4周，才会有效。

而且，大蒜和大蒜素并不能划等号。一头完整大蒜中的大蒜

素含量极低。将生大蒜切碎后放置在空气中 15分钟，大蒜中的

蒜氨酸在蒜酶的作用下与氧气结合才可产生极少量的大蒜素。

科学研究发现，吃大蒜素可以让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病

人恢复得更快，但它最多也只能起到辅助作用，想通过大蒜素完

全代替胃炎治疗药物和抗生素是不现实的。即使经历千辛万苦

吃到了大蒜素，它也只能起到消炎、减慢菌群生长速度和降低感

染幽门螺旋杆菌概率的作用。而且，大蒜素具有刺激性，大量食

用会对胃肠道和眼睛造成刺激。很多患者盲目食用生大蒜后导

致视力下降，正是这个原因。

要避免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在生活中，我们应该注意以下 3

个方面：

其一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实行分餐制，聚餐时使用公筷，

是把幽门螺旋杆菌“拒之门外”的有效手段。当然，餐具的卫生

也很重要。

其二保护自己的胃，管住自己的嘴。避免吃刺激性食物，胃

壁是很脆弱的，经不住硬、辣、冷、烫食物的轮番“攻击”。

其三定期体检，必要时做胃镜检查。临床最常见的检测幽

门螺旋杆菌的方式是碳 14呼气试验，其可以快速查明胃内是否

有幽门螺旋杆菌。

另外，要强调的是，应对任何一种病毒或疾病，正确的方式

一定是及时就医、接受科学治疗，寄希望于某一种食物来疗愈疾

病，是不现实的；而合理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是我们保持良好健

康状态的必要条件。

大蒜素可杀死幽门螺旋杆菌？

最多只能降低感染概率

近年来，面对“秃”如其来的难题，很多人期待用老祖宗的智

慧来解决。于是，“生姜擦头皮可以生发”等古法妙招，在网上被

疯传，也带火了相关食材的销量。可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这

些偏方真的有用吗？

首先来了解一下脱发。

毛发是有生长周期的，包括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3个不

同阶段。在正常的头皮中，90%到 95%的毛发都处于生长期，而

剩下的 5%到 10%的毛发处于休止期。这些处在休止期的毛发

在一段时间后会自然脱落。正常生理情况下，毛发脱落的速度

为每天 50 根到 100 根，这个数量会因个体差异和季节变化而有

所不同。如果发现自己每天的脱发量，超过 100 根就需要加以

关注了。

如果发现自己只是少量脱发，且持续时间并不长，则可以尝

试通过调节生活方式来改善。不过，若发现自己脱发的情况逐

渐加重，且持续时间较长，则建议大家还是去医院请医生给出明

确的诊断，再对症治疗，以免延误病情。

在临床中，最常见的脱发类型为休止期脱发，这一类型的脱

发多与疾病或生理状态的改变相关。如果患者是因生理状态改

变而引起的休止期脱发，如不当的节食，那么找到发病诱因，再

进行针对性的调整，脱发情况是可以得到改善的。

此外，也有一部分病人的脱发类型属于雄激素性脱发，这部

分患者以男性居多。这类病人多有家族遗传史，是不能单靠改

变生活习惯来延迟病程发展的，还是要去医院接受正规的治疗。

对于网上盛传的生发秘方，建议大家要谨慎对待。尤其是

“生姜擦头皮”，这种做法极不科学。目前已有科学研究证实，生

姜的提取物 6—姜酚，可抑制毛发生长，外国甚至有人试图将这

种提取物加入脱毛膏中。因此，用生姜擦头皮，不仅不会生发，

反而可能会越擦头发越少。

其实预防脱发，我们可以从日常点滴做起。

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劳逸结合、心情放松，尽量避免熬夜

和长时间的精神压力，避免消耗过大的体育运动。对头发的保

养和护理也要讲究方法，避免长时间梳过紧的发辫和频繁的烫

染，使用吹风机时温度不要过高，洗发后要适当在发梢使用护发

素，注意头发的防晒，使用稀齿圆头的梳子。

饮食上，要均衡摄入各种营养素，不要节食减肥、多摄入一些

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蛋白质、铁、锌、钙、铜、碘的食物。如果方方

面面都注意到，想拥有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也不是件太难的事。

（以上稿件均来源于科普中国）

生姜可以生发？

头发会越擦越少

所谓的“美国海军 2 分钟入睡法”，主要有 5

步：第 1 步是放松面部肌肉，包括舌头、下巴和眼

周肌肉；第 2 步是尽可能放松肩膀、上臂和下臂，

先放松其中一边，然后放松另一边；第 3步是深呼

气，放松胸口；第 4 步是依次放松大腿和小腿；第

5步是用 10秒来平复心绪。

相关研究人员表示，经过长期练习，96%的经

过训练的“美国海军”能够在 2 分钟内迅速入睡。

对此，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

头颈外科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尹国平在接

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海军 2分钟入

睡法”中的动作，如放松面部肌肉、深呼吸等，可

让人逐渐放松，但想保证在 2 分钟内入睡是不可

能的。

“如果是处在战时状态，或是在特殊的紧张环

境下，人难以做到完全放松并在2分钟内入睡。即

便是在一般情况下，有些人也可能做不到在2分钟

内完全放松。”尹国平说。

方法一：2分钟入睡法

真相：难确保2分钟内入睡

很多人习惯在睡前小酌一杯，喜欢那种微醺

感，认为睡前喝酒有助于睡眠。事实真是这样吗？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樊春雷表

示，实际上，睡前少量饮酒会引起中枢神经兴奋，

反而不利于睡眠。大量饮酒虽会有短时的催眠效

果，但在3小时到4小时之后，睡意便会消失，还会

导致饮酒者出现心跳加快、呼吸急促等交感神经

兴奋的症状，这时人反而容易惊醒，甚至失眠。

方法三：睡前小酌法

真相：有短时催眠效果，3到4小时后易惊醒

网传睡不着时，不妨降低房间温度，让室温

降至 18.5摄氏度，人会更容易入睡。这种说法准

确吗？

尹国平表示，降低周围环境温度，确实可以改

善睡眠，但绝非一定要降至18.5摄氏度。这一温度

可能是基于国外研究成果而设定的，由于体质差

异，18.5摄氏度的睡眠温度，并不合适我国居民。

“相关研究表明，欧洲人、亚洲人、非洲人的

体质存在着较大差异，欧洲人适合 18.5摄氏度左

右的睡眠温度，但中国人适宜 20摄氏度左右的睡

眠温度。而对于老人和小孩来说，他们的睡眠温

度应该更高一些。”尹国平解释道。

方法二：18.5摄氏度入睡法

真相：适合国人的睡眠温度约为20摄氏度

数据统计，全球约 25%的人备受失眠问题困

扰。这其中，约 20%至 30%的失眠，是由不同的睡

眠障碍所引起的，而这一比例在发达国家可能更

高。随着饮食结构、生活方式的改变，我国失眠

人口比例不断攀升。

“对于失眠的人来说，最有效的‘催眠剂’，就

是保持规律的作息习惯。”尹国平介绍道，要想睡

得快，首先要学会放松心情，有些人选择通过练

瑜伽或深呼吸，让紧张的神经得以放松。其次，

要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建立规律睡眠，在固定

的时间点入睡和起床，以形成固定、规律的生物

钟。第三，可以接受光治疗，上午尽可能多地接

触日照，给大脑发出明确信号，使其上午兴奋，晚

上则让灯光尽量暗一些，以减少刺激。早晚兴奋

点和抑制点的落差越大，人越容易睡着。第四，

晚餐最好不吃得太晚、太饱，尽可能吃低热量、低

蛋白的食物。第五，入睡前最好少看或不看电子

产品，如电脑、手机等。此外，要避免过早上床睡

觉，最好在固定时间点上床睡觉，不要在床上等

着睡觉。

此外，如果被确诊为失眠，我们又该怎么

做呢？

“如果一旦被确诊为病理性失眠，目前国内

的治疗手段更多的是药物治疗。实际上，治疗失

眠最主要的还是认知行为治疗，这应该是治疗失

眠的首选方法。认知行为治疗就是从人的意识

层面入手，使患者尽量放松，调节自身情绪。”尹

国平表示。

规律作息是最有效的“催眠剂”

本报记者 张 蕴

褪黑素是重要的睡眠激素，也是调节人体昼夜

节律的“遥控器”，一旦其分泌量减少，可引起昼夜

节律混乱、入睡困难。也正因为这一点，很多人希

望服用褪黑素，来改善睡眠，可它真能治疗失眠吗？

对此，尹国平认为，褪黑素是治疗睡眠时相

障碍，即生物钟紊乱的药物，而非治疗失眠的药

物。据统计，约 25%有睡眠障碍的人，在服用褪

黑素后，睡眠状况可得到改善，但对更多服用者

来说，褪黑素并没有促眠作用，因此不应将褪黑

素作为治疗失眠的药物。

“此外，还需特别注意的是，长期服用褪黑素

会带来较多的副作用，国内相关保健品中褪黑素

含量通常偏高，而人体并不需要如此之多的褪黑

素，褪黑素摄入过量还会损伤肝肾。”尹国平说。

方法四：食用褪黑素法

真相：褪黑素非治失眠药物，过量服用伤肝肾

划 重 点

最 近 天 气 转 凉 ，本 该 是 开 始 穿 保 暖 内 衣 的

时候，可就是有一群人：他们坚持身着单衣，即

便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为了避免体态臃肿也要

“轻装上阵”。甚至很多爱美女性，在气温低至

零下的冬日里，也要坚持穿短裙、丝袜，以显示

青春与活力。

近来网上出现了一些传言：“低温会让脂肪

代谢变慢，进而使脂肪囤积，穿得越少越容易变

胖 ”，甚 至 说“ 脂 肪 很‘ 机 智 ’，哪 儿 冷 就 会 去 哪

儿。越是在大冬天把腿露在外面，腿就越容易长

肉”。这些说法让“要风度不要温度”的时尚人士

不敢再身着单衣。

那么，这些传言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低温环境下代谢未必会变慢

首先，低温环境会使身体代谢率增高，其中

也包含脂肪代谢率。在寒冷的天气里，为了维

持皮肤温度，身体会加快新陈代谢，以保证能量

供应。其中供给能量最多的是人体内的糖分。

而当糖类分解供能无法满足需求时，脂肪就会

参与进来。所以说，寒冷状态下脂肪代谢未必

会减慢。

其次，脂肪没那么“机智”，不会知道哪儿冷就

去哪儿。脂肪在体内的分布是有规律的，一般来

说，容易沉积脂肪的地方，多是活动量较少的地

方。比如，男性的腹部区域容易形成“啤酒肚”，而

女性的臀部和胸部则沉积了较多脂肪。

当然，在人体内还有一个地方，其脂肪沉积

得较为隐匿，那就是内脏，比如肝脏和肠系膜内

的脂肪含量就比较多。如果按照传言所说“脂肪

很‘机智’，哪儿冷去哪儿”，男性的腹部应该是人

体温度最低的地方，但其实它往往是被裹得较为

严实的部位。

决定胖瘦的是能量供应与消耗差

科学研究证实，人体并不会完全根据外界环境

温度，来调节皮下脂肪厚度。皮下脂肪厚度的决定

因素是能量供应和消耗差，也就是说，当摄入大于

消耗时，脂肪就会增多，反之则会减少。

当然，环境温度确实会影响体内能量代谢，但

它只是众多因素之一，并不起决定作用。也就是

说，如果在冬季没事就“吃吃吃”，而且不经常运动，

那么无论穿多还是穿少，都会胖起来。但是，如果

均衡饮食、适当运动，那么并不会因为气温变化而

影响身材。更重要的是，任何人也不会长期处于寒

冷状态下，尤其是在供暖技术已广泛普及的今天，

短暂的户外低温并不会对身体脂肪分布产生实质

性的影响。

别为“风度”牺牲身体健康

尽管在寒冷的冬季穿着短裤，并不会让我们长

出粗腿，但却会影响我们的健康。有些人说，年轻

人“火力”旺，能够抵御严寒。但其实无论老少，想

要有抵御严寒的“火力”，就必须有较高的代谢率，

而人体长期处在高代谢状态，也会存在一定的健康

风险。此外，寒冷的气温会对人体骨骼，尤其是骨

关节带来不良刺激，或导致骨关节炎和风湿等问题

的产生。专业人士表示，如果不注意腿部和脚部的

保暖，还可能会导致泌尿系统疾病的发生。

此外，有皮肤过敏史的人，要当心“寒冷性荨麻

疹”。寒冷性荨麻疹是荨麻疹的一种，指被寒风刺

激或浸入冷水，局部或全身出现大小不一、数目不

定、伴有剧痒的水肿性实质性风团。因此，提醒有

皮肤过敏史，尤其是有荨麻疹病史的人，要特别留

意，预防寒冷性荨麻疹。

不过，有些年轻人表示，虽然他们衣服穿得单

薄，但他们会在膝盖和腹部贴上“暖宝宝”来取暖，

借此减少寒冷给身体带来的不良影响。尤其是很

多影视演员，冬季他们在外景拍摄时，由于剧情需

要，只能身着单衣，此时他们一般会把“暖宝宝”贴

在腹部、腰部等容易受凉的地方。

对此，专业医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暖宝宝”

的使用方法，贴片式“暖宝宝”容易造成低温烫伤。

低温烫伤通常是高于人体温度的热源长期作用的结

果，人体温度在 37摄氏度左右，44摄氏度以上的温

度长时间作用于人体，就可能造成皮肤或软组织由

浅及深的损伤，即低温烫伤。而“暖宝宝”贴一个小

时左右，就可能使人体局部温度超过44摄氏度。

这个世界之所以美好，正是因为它的多样性。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在炎热的六七

月份，我们穿过了短裤、短袖，到了寒冬感受温暖棉

衣的呵护，也未尝不是一件人生美事。时尚和品味

并不需要咬牙坚持，冬季保暖很重要，合体应季的

穿着，也能成为皑皑冬日中一道靓丽的风景。

（来源：科学辟谣平台）

低温会让代谢变慢，哪冷脂肪就在哪囤积？真相是——

脂肪没那么“机智”，低温也不背长胖的“锅”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深受失眠困扰。其中一

些人上网寻找解决之道，网上的助眠“妙招”千奇

百怪，让人难辨真假。一个名为“美国海军 2分钟

入睡法”的短视频，最近在抖音上非常受欢迎，其

介绍了“美国海军”如何利用5个步骤，在2分钟内

迅速入睡，并称这一方法可快速解决失眠难题。

除此之外，还有18.5摄氏度入睡法、睡前小酌

法、睡前运动法……这些助眠方法真的有效吗？

很多人认为，睡前运动有助于睡眠，甚至为

了加快睡眠进度，特意在睡前剧烈运动。这样做

真的有用吗？

“其实，在夜间做大量运动，对睡眠并无益

处。”尹国平介绍道，临睡前开始运动，会使大脑

过度兴奋，此时身体会向大脑传递身体还处在活

跃状态的信号，大脑便不会为睡眠做好准备，例

如分泌相关激素等，因此过于兴奋会影响入睡。

“一般入睡前 3 小时内不要运动，可以选择

每天上午或下午增加运动量和活动量，消耗身

体的剩余能量，以达到健身的目的，从而改善睡

眠。另外，白天做运动会增加人体的疲劳感，这

也会促进睡眠，使夜间睡眠变得相对容易。”尹

国平说。

方法五：睡前运动法

真相：睡前运动会使大脑过度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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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网红助眠招数这些网红助眠招数

并不能让你睡得更香并不能让你睡得更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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