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15 日是我国第二十八个“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的

宣传主题为“科学补碘，健康一生”。

那么，我们究竟该怎么科学补碘？科技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

相关医学专家，为您带来权威科普。

人体不能生成碘需从外部获取

中华预防医学会甲状腺疾病防治委员会委员、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地方病控制中心碘缺乏病防治专家苏晓辉表示，

碘素有“智力元素”之称，是新陈代谢和生长发育必须的微量

营养素，是人体合成甲状腺激素的主要原料。人体不能生成

碘，需要从外部获取。我国居民摄取碘的主要来源是碘盐、食

物和饮用水。除高水碘地区外，碘盐对人体内碘的平均贡献

率为 84.2%。

资料显示，如果孩子在胎儿期和婴幼儿期缺碘，会影响大脑正

常发育。碘缺乏病包括地方性甲状腺肿、克汀病、单纯性聋哑、流

产、胎儿先天畸形等，最主要受害者是妇女和儿童。我国是世界上

碘缺乏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中国营养学会 2013年发布的健康人群碘推荐摄入量为：0到 6

个月 85 微克/天、6 个月到 1 岁 115 微克/天、1 到 10 岁 90 微克/天、

11 到 13 岁 110 微克/天、14 岁及以上成人 120 微克/天、孕妇 230 微

克/天、乳母 240微克/天。

除这两类人外都应食用碘盐

国家卫健委全国地方病防治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委、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控制中心副主任申红梅介绍，我国碘

缺乏地区居民每天从饮水中获得的碘量约为 10 微克，一般人群

每天从食物中摄入的碘量约为 25 到 50 微克。如果不额外摄入

富碘食物，那么一般人群每天从食物和饮水中获得的碘无法满

足人体需求。按照我国《食用盐碘含量》标准，食盐强化碘量水

平为 25 毫克/公斤，若每天摄入 5 克食盐，烹调损失率按世界卫

生组织等机构推荐的 20%计算，我们每天从加碘食盐中可摄入

碘 100 微克，再加上饮水和食物中摄入的碘，则能达到一般人群

碘推荐摄入量。因此，除了居住在水源性高碘地区的居民无需

食用加碘食盐外，其他居民都应食用。

但苏晓辉指出，患有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甲亢、甲状腺炎）

患者，因治疗需要遵照医嘱可不食用或少食用碘盐。

碘酸钾作为食盐碘强化剂很安全

申红梅介绍，因为碘酸钾比碘化钾化学性质稳定，所以我国

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采用碘酸钾代替碘化钾作为食盐的碘强

化剂。

碘酸钾具有较强氧化性，其安全性历来备受社会关注。不

过，需要强调的是，碘酸钾碘盐并不等于碘酸钾。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研究所研究人员证实，碘盐中的碘酸钾在

经过烹饪后，基本都能被转化为碘离子或碘分子。其中，86.5%

的碘酸钾被转化为碘离子，13.2%的碘酸钾被转化为碘分子，总

转化率为 99.7%。实验表明，碘盐经烹饪后或者放在凉拌菜中 30

分钟后，碘酸钾几乎不复存在，因此公众不必担心碘酸钾碘盐的

安全性问题。

甲状腺癌流行与食盐加碘无关

网上有传言称，食用碘盐与甲状腺癌有关。事实真是如此吗？

“食盐加碘与甲状腺癌升高的现象没有关联。”苏晓辉指出，

甲状腺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近年来，该病的发病率在全

球范围内呈快速增长趋势，在我国该病发病率上升幅度为“众癌

之首”，近 10 年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 18%。目前甲状腺癌的病因

尚不明确，已知的危险因素包括电离辐射、环境、饮食、生活方式

及精神压力等多种因素。

根据全国 193 个肿瘤登记点覆盖 2 亿人口的癌症监测数据，

结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食用碘盐监测数据

的初步相关分析显示，碘盐消费量和甲状腺癌的发病率并不存

在正相关关系，相反碘盐在一定程度上对防止甲状腺癌发生有

保护性作用，碘盐和甲状腺癌死亡率无相关性。

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将至

这“碘”知识很重要

前段时间，依靠狗血至极的剧情，以及出人

意料的神反转，韩剧《顶楼》一次次登上微博热搜

榜，让无数粉丝直呼上头。剧中角色恩星内心明

明很痛苦，但由于母亲时刻对其灌输“必须优秀”

的思想，于是她把自己伪装成了完美女孩，好似

戴着面具生活。最终，恩星被剧中心理医生确诊

为假面症。

那么，在心理学上，真的存在这种病症吗？它

的致病原因又可能有哪些呢？

藏在微笑背后的哀伤

在美国精神医学会公布的精神障碍分类中，

目前并不存在名为假面症的心理疾病。但是一种

与假面症表现类似的心理疾病，近年来在白领以

及 学 生 群 体 中 非 常 多 见 ，这 就 是“ 微 笑 抑 郁

症”——抑郁症的一种新型表现。

提到抑郁症，我们常会联想到终日愁眉苦脸、

郁郁寡欢的形象，但罹患微笑型抑郁的人却与之

相反，他们表面看起来完美无缺、积极阳光、努力

奋进，实则内心潜藏着难以言说的巨大痛苦，深

受迷茫与虚无感的折磨，对生活毫无热情，甚至

出现自杀倾向。他们面露的微笑并非发自真心，

而是出于社会交往、工作职责和保全面子的需要。

恩星就和微笑抑郁症患者一般，尽管内心千

疮百孔、极度痛苦且压抑，外表却表现得若无其

事，拼命掩饰自己的负面情绪，如同戴上了一张

“微笑面具”。

“面具”戴久了就会“膨胀”

很多心理学家都对与假面症类似的病例进行

过研究，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卡尔·荣格就是其中

之一，他提出了“人格面具”的概念。“人格面具”是

指人们公开示人的那一面，目的在于给他人一个

好印象，以便得到社会的认可。作为社会一份子，

个体要想融入环境、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那就多

少得弄清周边人的期望，了解所处环境的规则，这

样才能扮演好与之对应的角色。

但是若一个人过分沉迷于其所扮演的角色，

那就可能出现“面具膨胀”现象：过分认同自己所

扮演的角色，甚至排斥自身人格中的其他部分。

现代社会的竞争日益加剧，出于严苛的职业要

求，很多白领都需要长时间维持自己的“面具”，佩

戴“面具”的时间甚至超过了卸下“面具”的时间，这

就可能增加了“面具膨胀”现象出现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有些父母也会强行将特定的“人格

面具”塞给孩子，这就可能导致悲剧发生。如《顶

楼》中的恩星，她长年累月扮演着所谓好女孩的形

象，以便迎合母亲的期望，这就势必要压抑自己的

真实感受。导致恩星心中的忧愁和痛苦越积越

深，最后甚至迷失了本心。恩星的“人格面具”被

牢牢地“粘”在了脸上，她把符合外界标准和要求

当作自我价值感的来源，以致稍遇挫折，自卑感就

会像利剑一般刺向内心，使其痛不欲生。

有些“面具”可能是父母给的

人本主义心理学代表人物卡尔·罗杰斯提出

的观点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微笑抑郁症的形成

原因。他认为婴儿生来就具备健康成长的内在力

量，如果能得到来自抚养者的接纳、尊重、温暖和

无条件的爱，孩子就能像获得了阳光和雨露的花

朵一般茁壮成长。在卡尔·罗杰斯看来，好的父母

并非是将理想强加给孩子，而是能敏锐地共情和

理解孩子的内在感受，帮助他们展现真实的自

己。在无条件的接纳下，孩子就能意识到，无需迎

合外界标准来证明自己，能独立判断自己的价值，

并由此建立起稳定的自尊感。

但生活中很多父母却反其道行之，他们经常明

示或暗示孩子必须要满足某种条件，父母才会给予

爱或接纳，比如对孩子说出“你要懂事，我才会爱你”

“如果你考不了第一名，我就不爱你了”这样的话。

《顶楼》中恩星的母亲千瑞珍就是如此。出于

自卑与虚荣，她把孩子当成了弥补自己早年缺憾

的替代品，要求女儿无论是唱歌还是学业考试，都

必须样样拿第一。从饮食习惯到休闲娱乐，这位

母亲都对女儿实施高压控制，对孩子的真实需求

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父母的标准是如此苛刻，但对孩子

来说，他们依旧想得到父母的关爱。因此为了取

悦父母，有的孩子就会以牺牲天性为代价，拼命去

扮演父母“理想中的孩子”，戴上了那个父母希望

他佩戴的“面具”。时间一长，他们自己都丧失了

摘下“面具”的勇气，因为他们害怕他人察觉，“面

具”背后那个空洞又脆弱的自己。

这些孩子长大后或许能取得优异的成绩，但

他们却难以感受到真正的愉悦，因为这些事并非

是他自己喜欢的，而是父母喜欢的。他们不是在

为自己而活，而是在为父母的期望而活。他们的

生活也因此百般煎熬，深受低自尊、抑郁和慢性焦

虑的折磨。 （作者系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

热衷立“人设”戴“面具”，这可能是种病

给您提个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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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推出疫苗移动接种车、山东升级疫苗接种

金色健康码、国内多地接种疫苗送礼品……近日来，

接种新冠疫苗相关话题频上热搜，民众对此的关注

度持续提高。根据国家卫健委官网数据，截至2021

年5月7日，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3亿剂次。

与此同时，一些传言也甚嚣尘上：接种新冠疫

苗将导致病毒“免疫逃逸”、打了新冠疫苗就不用做

核酸检测了、得过新冠肺炎的人不用接种疫苗、首

剂接种后必须在2到3周内接种第二剂否则前功尽

弃……事实果真如此吗？真相究竟是什么？

◎实习记者 于紫月

辟谣

“要立即停止大规模接种新冠疫苗，否则将导

致病毒突变，产生‘免疫逃逸’！”新冠疫苗在全国

各地有序接种的同时，近日这一传言于社交媒体

上迅速传播开来，让不少人心生疑惑：“免疫逃逸”

是什么？大规模接种疫苗真会导致如此后果吗？

顾名思义，“免疫逃逸”可被理解为病原体想方

设法逃避人体免疫系统的攻击。病原体的逃避“手

法”包括：经常性、持续性发生突变，给自己“整容”，

让人体内已建立的抗感染免疫抗体“认不出来”，从

而躲避其攻击；或者病原体偷偷藏进细胞里“休

眠”，从而躲过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抗体的攻击。

然而，让病毒发生突变、产生“免疫逃逸”的罪

魁祸首，真是疫苗吗？

4 月 21 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

会上，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专家组成员邵一

鸣对此明确表示，这一说法缺乏科学根据。

病毒靠复制的方式繁衍后代，但其并不总能

完全准确地完成复制，也会出现一些错误，从而导

致突变。正如邵一鸣所说，病毒变异是个永恒的

主题，特别是像新冠病毒这种 RNA 病毒，它的变

异基础就是病毒会持续复制。

新冠病毒如果不大规模流行，就没有太多机

会复制，变异的可能性也就大大降低。邵一鸣表

示，阻断病毒流行有两大措施：一是采取公共卫生

措施，这一点我们国家做得非常好，在疫苗出现前

就已控制住疫情；另一措施就是注射疫苗。

“（接种）疫苗可以阻止变异株的出现，而不是

促进它的出现。”邵一鸣进一步解释，即使没有注

射疫苗，人体感染新冠病毒后，免疫系统也会对该

病毒产生免疫压力，导致病毒变异株的出现。但

若事先接种疫苗，拥有了对新冠病毒的基础免疫

力，即便感染该病毒，人体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将病

毒压制下去，这样病毒复制的数量更少、病毒变异

的机会也就更少。

接种新冠疫苗易致病毒变异？

真相：接种疫苗可阻止病毒变异株的出现

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感染了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是常见的检验方式。对此，很多人发出疑问：如果

自己打了新冠疫苗，是不是就不用做核酸检测了？

对此，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明确表示：在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需要进行核酸筛查时，新冠病

毒疫苗接种证明不能替代核酸检测报告，相关人

员还需配合有关部门进行核酸检测。

原因在于，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极少数受种者

仍会出现核酸检测阳性或发病。北京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列举了以下 3种情况：

其一，接种疫苗后，个别人因免疫失败而未获

得有效保护，这部分人群暴露于新冠病毒后，可能

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检出核酸阳性或发病。科技日

报记者在接种新冠疫苗时留意到，《接种新型冠状

病毒灭活疫苗知情同意书》上的“注意事项”一栏

中写明：“与其他疫苗一样，接种本疫苗可能无法

打了疫苗就不用做核酸检测？

真相：极少数接种者仍可能出现核酸阳性

接种疫苗致病毒接种疫苗致病毒““免疫逃逸免疫逃逸”、”、打了疫苗就不用做核酸检测……打了疫苗就不用做核酸检测……

又一波新冠疫苗接种谣言来了又一波新冠疫苗接种谣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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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免疫系统有记忆功能，被有些病毒感染

致病，治愈后人通常不会再得此病。已被消灭的

烈性传染病天花就在此列，该病患者痊愈后可获

终生免疫。有人因此判定：得过新冠肺炎的人，也

不会再得，就不用接种疫苗了。事实果真如此吗？

3 月 29 日，国家卫健委官网发布了《新冠病毒

疫苗接种技术指南（第一版）》（以下简称《接种指

南》）。《接种指南》称，现有研究数据表明，新冠病

毒感染后 6个月内罕见再次感染发病的情况。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

师林炳亮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判断新冠肺

炎患者治愈后会不会二次感染的关键，在于其体

内有无足够的、针对新冠病毒的免疫功能。人体

感染新冠病毒后会产生抗体，这种抗体确实会对

人体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但保护作用有多强、持

续时间有多长，还需进一步观察和研究。已经得

过新冠肺炎的患者，如果体内没有有效的抗体，就

存在再次感染的可能。

据此前报道，美国、荷兰、比利时、厄瓜多尔等

地都出现过二次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

得过新冠肺炎的患者既然存在二次感染的风

险，那么接种新冠疫苗就有必要。《接种指南》指

出，既往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患者或无症状感染

者），在充分告知基础上，可在 6个月后接种 1剂。

得过新冠肺炎的人不用打疫苗？

真相：有二次感染的可能，还得接种

目前，国内有 4 种新冠疫苗获批“附条件上

市”，1 种获批“紧急使用”。这 5 种疫苗中，有 3 种

为灭活疫苗，需接种 2 剂；1 种为重组新冠病毒疫

苗（CHO 细胞），需接种 3剂。网上有传言称，首剂

接种后必须在 2至 3周内接种第二剂，否则就前功

尽弃。这是真的吗？

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该传言不仅有错，而且

是错上加错。

其一，错在“2 至 3 周内接种第二剂”。按照

《接种指南》的要求，需接种 2剂的灭活疫苗第二剂

次应在第一剂次接种后的 3 至 8 周内完成。需接

种 3剂的重组新冠病毒疫苗（CHO 细胞）相邻 2剂

之间接种间隔建议大于等于 4周，第二剂尽量在接

种第一剂次后 8周内完成，第三剂尽量在接种第一

剂次后 6个月内完成。

其二，错在“前功尽弃”。《接种指南》指出，对 2

剂或 3 剂次程序的疫苗，未按程序完成接种者，建

议尽早补种。而且免疫程序无需重新开始，补种

完成相应剂次即可。可见，未按程序完成接种者

只要尽早补种，也能产生相应的免疫屏障，不会

“前功尽弃”。

接种新冠疫苗，不仅关系到个人健康问题，也

与全球疫情防控大局息息相关。请公众擦亮眼

睛，别让这些谣言拦住您接种疫苗的脚步。

首剂接种后须在2至3周内接种第二剂？

真相：第二剂尽量在 3至 8周内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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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接种者产生 100%的保护效果。”事实上，多

位专家都曾在公共场合强调，即便已接种新冠疫

苗，公众也不能掉以轻心，仍需注意防护。当然，

也不能因此对我国疫苗的保护能力失去信心。近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

班工作组组长郑忠伟介绍，我国已获批“附条件上

市”的 4 款新冠疫苗的Ⅲ期临床试验期中分析表

明，其重症保护率均在 90%以上。

其二，疫苗接种后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产生保

护效果。如果在此期间接种者感染新冠病毒，可

能被检出核酸阳性或发病。根据前期新冠病毒灭

活疫苗临床试验研究数据，接种第二剂次灭活疫

苗大约 2周后，接种者可以产生较好的免疫效果。

其三，处于疾病潜伏期的患者或无症状感染

者，即使接种疫苗，仍可能因已被感染而检出核酸

阳性或发病。

一言以蔽之，接种疫苗并不意味着感染新冠

病毒的可能性为零，核酸检测该做还得做。

◎通讯员 衣晓峰 本报记者 李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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