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 姜 刚 周 牧

如今，“成分优先”已成为很多人的消费理

念，部分消费者开始关注产品的成分功效，将成

分视为判定产品优劣的要素。这些“成分党”研

究成分的热情，体现在护肤、饮食、装修等各个

领域。

在社交媒体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成分

党”的阵营，他们中不少人将自己总结的“成分心

得”发布各大网络平台。护肤要“早 C 晚 A”、食品

添加剂是“洪水猛兽”、买婴儿奶粉要选蛋白质含

量最高的……这些流传在网上的“成分党”购物提

示，到底靠不靠谱呢？

◎本报记者 张 蕴

“早 C 晚 A”是指早上使用具有抗氧化功能的

维生素 C 类产品，晚上使用具有抗衰老功能的类

维生素 A 类产品，不少“成分党”把这一搭配视为

护肤的黄金法则。

然而，真相并非如此。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治医师陈

雪表示，人体皮肤的老化可表现为皱纹、松弛、皮

肤弹性下降，伴有含水量降低、色素沉着等，即主

要体现在皮肤颜色和质地改变这两方面。维生素

C 可以改善皮肤暗黄、色斑问题，确实能够帮助人

们减缓肌肤衰老。

“晚A”中的“A”专业上称其为“类维生素A”，它

能够促进人体皮肤纤维细胞的生成、提升并改善皮

肤中胶原蛋白的数量和结构。类维生素 A 包括了

维生素A本身及其一系列代谢产物如视黄醛，以及

一些合成的衍生物。含有这类活性成分的护肤品

是皮肤科学界公认的抗衰老外用产品，可以有效改

善肤色的均匀度、提升皮肤弹性。

可是，部分含维生素 C 及其衍生物、类维生素

A 的护肤品，会对皮肤产生一定刺激性，使皮肤出

现干燥、红斑、脱屑等不良反应，而且亚洲人群更

容易出现这些不良反应。因此，皮肤敏感或皮肤

耐受力差的人，要慎用这种护肤方法。

尤其部分类维生素 A 物质具有感光性，在紫

外线作用下会失去活性，导致人体皮肤屏障更加

脆弱，即便消费者严格遵循夜间避光使用的原则，

局部皮肤仍可能出现刺激症状。一些本身皮肤敏

感或者患有面部皮肤病的患者，选用该类产品时

应更加慎重，在正式使用前最好先小面积试用。

陈雪表示，很多护肤品都可以被搭配使用，消

费者只要根据自己的肤质和产品说明，选择不同功

效的产品配合使用即可，不必非拘泥于“早 C 晚

A”。而不同成分的护肤品之间，一般也没有绝对的

优劣之分，如何选择和搭配，完全取决于个人喜好。

“抑制皮肤老化，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不管选

择哪个，首先都要考虑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不要

盲目跟风。”陈雪建议消费者，最好选择大品牌、质

量可靠的护肤品，避免盲目“入坑”。

“早 C晚 A”是护肤黄金搭配

真相：部分含此成分护肤品或刺激皮肤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关乎全民健康。近年

来，不少“成分党”将抗氧化剂、防腐剂、食用色素、

增稠剂等添加剂视为“洪水猛兽”，更有不少人“谈

添加剂色变”，认为只有“纯天然、无添加”的食品

才健康、安全。真的是这样吗？

据统计，我国目前有 2000多种食品添加剂，按

照不同功能，我国的《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将它

们分为 23 个类别，其中包含常见的香料、防腐剂、

膨松剂、着色剂、抗氧化剂、水分保持剂等。我国

对食品添加剂的生产和使用实行许可制度，只有

确有必要使用、安全可靠并经过我国政府批准的

才是合法的食品添加剂。

食品添加剂是“洪水猛兽”

真相：没必要一味追求“零添加”
为了能让孩子更健康，一些“成分党”妈妈认真

比较国内外各大品牌奶粉的配方成分，挑选蛋白质

含量最高的奶粉给孩子喝。那么，这样做是否正确？

蛋白质含量高的奶粉，就是最适合孩子的奶粉吗？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婴幼儿配方奶粉及营养

科学专业委员会专家韩军花介绍，有些消费者认为

食品中蛋白质含量越高对身体越好，对于某些食物

可能是这样的，但对于婴幼儿奶粉来说则不然。

韩军花表示，我国针对婴儿配方食品的标准

对蛋白质含量有明确的要求。蛋白质含量在标准

含量范围内，就既能满足宝宝发育需要，又不会因

含量太高给孩子肾脏代谢造成负担。

有专家表示，某些“海淘”奶粉，其蛋白质含量

与我国标准存在差异。国情不同，标准设定初衷

也不同，家长要谨慎选择。

肾脏是人体内负责排泄废物和毒素的重要器

官。吃得太咸、太甜、太油，或者蛋白质吃得太多，

都会加重肾脏负担，引起代谢紊乱，时间一长，在

超负荷运作情况下，肾小球将受到损害，从而易引

起肾脏疾病。

选奶粉要挑蛋白质含量最高的

真相：含量超国标或增加婴儿肾脏负担

过犹不及过犹不及，，这些心得这些心得““成分党成分党””总结错了总结错了

◎本报记者 马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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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您提个醒

前不久，科技日报记者从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获悉，

该中心日前开展的专项调查《中国消费者全谷物认知状况报告

（2021）》，揭示了我国消费者对全谷物的认知状况。

调查显示，尽管大多数消费者认为全谷物比精制谷物更营养、

更健康，但是仅有 24.6%的消费者能够说清楚什么是全谷物。同

时，95%的消费者对全谷物的营养价值认识不全面，仅有不足 15%

的消费者知道每天该吃多少全谷物。

对此，中国疾病与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所长丁钢强建

议，未来还需要加强全谷物相关的科学传播，比如如何区分全谷物

和全谷物食品。

在全谷物消费方面，消费者并未做到“知行合一”。调查指出，

78%的消费者认为自己对全谷物有所了解，且认为健康成人也应

该每天吃全谷物，但只有不到一成（9.15%）消费者能够做到每天都

吃全谷物，而能吃到《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量的只有 5.84%。

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首席科学家王靖认为，我

国消费者食用全谷物的习惯还需有意识培养，应该通过多种途径

和形式倡导消费者增加全谷物摄入。

专家指出，由于消费者对全谷物认识模糊，国际上对全谷物食

品也没有统一的定义，因此一些产品可能存在误导宣传等问题，部

分消费者购买的“全谷物食品”可能实际上还是精制谷物。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所研究员郭波莉认为，应当从法

规标准角度对全谷物食品进一步规范，以促进市场健康发展，同时

便于消费者选择合适的全谷物食品。

营养价值高、有益健康是促使消费者购买全谷物产品的主要

因素。但调查发现，相当一部分消费者不知道如何选择全谷物。

此外全谷物口感不佳、烹饪麻烦是阻碍消费者购买的主要原

因。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沈群建议，应加

强全谷物及全谷物食品的研发创新，开发符合我国谷物消费特点

与习惯的全谷物食品，帮助老百姓能吃到种类和形式丰富多样的

全谷物食品。

调查指出，市售全谷物食品种类繁多，但公众在购买时存在一

定程度的“选择困难”。消费者希望有更多全谷物选择，同时也期

待了解更多有关全谷物的科学知识。另外，65%的消费者期望在

宣传全谷物时可以基于科学证据，不要夸大功效。

对此，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认为：“从健康

角度和节约粮食角度，鼓励消费者多食用全谷物和全谷物食品是

未来的发展方向，但要真正让消费者和行业双赢，必须以科学为基

础规范行业发展、引导消费者的选择。”

仅不足一成消费者能每天摄入

全谷物今天你吃了吗

近期，我国局部地区出现冰雹和雷暴等极端天气，给人民群众

生命和财产安全带来危害。当极端天气来临，你要有什么样的防

范姿势？记者采访了交警、气象专家和医生。

极端天气下，如何保障行车安全，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话题。念

好“五字诀”（即减、灯、遵、观、听），是合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交通指挥中心副主任代正海的提示。

“减，就是减少非必要的出行。”代正海说，灯，就是在出行的过

程中，要注意使用好车辆灯光，在极端天气时雾灯要亮起，保证前

后车辆能看到我们的车。遵，就是要遵守各项交通法规，减少超

速、违停、随意变道等违法行为。

观，就是要观察好路面情况再行驶。代正海提示，极端天气

下，要保障车辆前挡风玻璃和视野清晰；要观察好路况以及交警、

市政等部门设置的提示、警示标志，比如，该路段积水、请注意绕行

等这样的标志。“听，就是要注意收听车载广播的路况信息，也要听

从现场执勤警力的指挥，确保我们行车安全。”

极端天气下，如何做好自我防护？安徽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

刘远永建议，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短时临近预报预警；发生强

对流天气时要减少或避免户外活动和高空作业。

对于防雷电、防大风，刘远永也有一些提示。“雷电时在高山顶

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打手机，不要在田地劳作，不要使用金属工具，

更不要在空旷的高地或大树下避雨。”他说，大风天气时机动车和

行人减速慢行，水面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

如何实现安全施救，同样值得关注。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急诊外科主任李贺看来，极端天气容易造成雷电击伤、溺水

等情况。如果遇到雷电击伤患者，施救者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

下，要尽快把患者转移到安全地点，若患者意识丧失、呼吸心跳停

止，需要拨打 120电话求救，同时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抢救。

极端天气频现

记好“五字诀”保平安

今年 5 月，深圳赛格大厦多次发生晃动，引起

社会广泛关注。

最近网上流传的一份《深圳赛格广场大楼振

动原因及防治措施初步分析》提出，该大厦振动的

罪魁祸首是位于楼顶的天线，天线在特定风况下

产生涡激共振，带动大楼振动不止。

而此前专家给出的结论认为，该大厦上下震

颤主要受风影响；其主体结构是安全的，内部结构

坚固。

无论是专家给出的判断，还是网上流传的分

析结果，风都是造成楼体晃动的影响因素之一。

那么，风到底是如何影响高层建筑的？为了抗风，

现代建筑设计又作出了哪些努力呢？

高层建筑设计难点是抗风

“在结构设计中，关键问题就是如何让建筑物

抗震抗风。”中铁建设集团建筑设计院院长张向东

说，我国大部分地区不在地震带上，因此抗风是设

计高层建筑需主要考虑的因素。

张向东表示，在正常的风压状态下，若地面风

速显示为 5 米/秒，相当于 3 级风，那么到 90 米高

度，风速就可达 15 米/秒；若高度达 300 至 400 米，

风力将更大，或超过 30 米/秒，相当于 11 级风，会

产生极大的破坏力。

在 11 级风中，建筑物会怎样？“比如高 403 米

的上海金茂大厦，在设计风荷载（风吹在楼体上引

起的载荷）作用下，顶部位移最大可达 0.8 米。”张

向东说：“这个位移一般人难以察觉。”

如果风的振动频率和建筑物自身的振动频率相

同，建筑物就会“随风起舞”，这种现象被称为共振。

“当共振超过一定幅度，就会影响建筑物的使用，甚

至形成安全隐患，并且建筑内的人员也会感到不

适。”张向东说，在设计高层建筑时，抗风设计必须满

足结构的强度、刚度、舒适度、抗疲劳破坏等设计要

求，确保结构在风荷载作用下不会发生倒塌、开裂，

也不会发生过大的位移，以保证结构的安全。

造型、结构和阻尼器联手防抖

张向东介绍，要解决高层建筑抗风问题一般

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对建筑设计来说，首先考虑的是选型。摩天大

楼截面多为圆形、椭圆形或棱形等，极少用矩形。

“风动实验表明，矩形截面靠近边缘处的风力

比中部风力更大，采用更接近流线型的截面，有利

于减小边缘处风荷载，进而减小建筑物受到的总

风力。”张向东说，比如飞机、高铁的外形都会被设

计成流线型，以减小风阻。

其次，要想建造稳固的建筑，离不开合理的结

构。摩天大楼的建筑结构，多为下粗上细的锥形

结构体型。

“在城市里，离地面越高风速越大，所以这

种上小下大的建筑结构体型，可以显著减小风

荷 载 作 用 下 的 漩 涡 脱 落 和 横 风 向 效 应 。”张 向

东说。

被网友戏称为“开瓶器”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大厦，其顶部采用了镂空设计，有效降低了顶部的

风荷载。上海中心大厦则采用扭曲的复杂曲面，

进而有效降低了脱体涡流的发生概率。

除了上述选型和结构，为了抗风，现代建筑还

采用结构控制的办法，即在建筑物的某些部位设

置阻尼器。

阻尼器就是在大楼发生振动时提供阻尼的设

备，使大楼的振动变弱，以保障建筑安全，它也被

网友戏称为“镇楼神器”。

阻尼器主要有 3种形式：第一种是在大楼的支

撑柱之间加入一个交叉斜撑，用来减小支撑杆柱

的变形，进而减小振动幅度；第二种是在墙体之中

加入黏滞材料，利用黏滞材料吸收振动能量，从而

让振动变弱；第三种是在建筑物的顶端吊一个质

量块，质量块的摆动方向与建筑物的振动方向相

反，从而消减振动。

不过，由于安装阻尼器的技术门槛和成本都

较高，据统计全球最高的 20座建筑中，只有 30%装

有阻尼器。

赛格广场大楼振动原因有新解，其实——

为了抗风防振，高层建筑都“很拼”

辟谣

◎本报记者 矫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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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商大学食品与健康学院教授、副院长王

蓓介绍，食品添加剂并非现代食品工业的产物，人类

使用食品添加剂的历史与人类文明史一样悠久。卤

水点豆腐是我国西汉时期发明的食品加工方法，已

有两千多年历史，卤水就是一种食品添加剂。

“假如没了食品添加剂，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各种

食品将不复存在。食品添加剂是一个国家科学技术

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越是发达国家，食

品添加剂的品种越丰富，人均消费量越大。可以说，

没有食品添加剂，就没有现代食品。”王蓓说。

此外，不少人存在这样的认知误区：添加剂林

林总总，普通消费者难以识别，不如索性挑选不含

添加剂的食品。其实，这种想法很片面，因为“零

添加”不一定就好。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食品添加剂分会常务

理事曹雁平表示，以使用防腐剂为例，其可以抑制

食品中的微生物增殖或杀死微生物，从而防止或

延缓食物腐败，如果一些食品中不添加防腐剂，无

法抑制微生物繁殖，食品就很容易变质。因此是

否添加食品添加剂并非判断食品安全与否的金标

准，某种意义上来说，“纯天然”“零添加”的食品也

未必就更健康。

在结构设计中，关键问

题就是如何 让 建 筑 物 抗 震

抗 风 。 我 国 大 部 分 地 区 不

处在地震带上，因此抗风是

设计高层建筑需主要考虑的

因素。

张向东
中铁建设集团建筑设计院院长

老年人缺牙不仅会影响进食，还会影响外表

美观。而种植牙是目前最好的缺失牙齿修复技术

之一，拥有“人类第三副牙齿”的美誉。

不过，对于种牙，不少老年人心存顾虑：高龄

人群种牙风险会不会太大？牙是缺几颗就种几

颗？活动假牙也很好，种牙有必要吗？针对上述

疑问，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为您答疑

解惑。

即便是高龄老人也能种牙

临床建议，接受种植牙手术的患者，其年龄下

限为 18周岁，而对于年龄上限并无绝对的限制。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口腔修复科副

教授刘鑫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他曾给一名 93 岁高

龄的患者进行了该手术，且术后效果不错。“只要

患者身体条件好、符合手术条件，就可以进行种植

牙手术。”他说。

刘鑫表示，许多高龄老人有高血压、高血脂、

高血糖“三高”症状，其中有些人因全身系统性疾

病而长期服用具有阻碍凝血功能的阿司匹林类药

物，他们因此担心身体状况或服用药物会影响手

术。其实，患者只要在医生指导下把身体调整到

适宜状态，适度调整用药，特别是在术前一周停用

阿司匹林类药物，再经过专业医生评估审核，就可

以接受种植牙手术。“能顺利拔牙的老年患者，一

般也能安全进行种植牙手术，后者的安全性甚至

要高于前者。”刘鑫说。

种牙并非一个萝卜一个坑

“缺几颗牙就种几颗牙，这样的认识是错误

的。”刘鑫解释道，很多患者有时连续掉落好多颗

牙，但不一定每个缺失的地方都需要种上一颗牙。

“比如，有的患者缺了 4颗牙，但只需要种两颗

牙，就可以充当以前四颗牙的功能。这就如同建

造大桥，只要两侧筑有坚实的桥墩，中间就不用再

建桥墩了。”刘鑫说。

临床上，还有上半口或下半口牙全部“离岗”

的患者，牙医可以在其上颌或下颌 6个位点种下种

植牙，就可以实现之前上颌或下颌牙齿（12 至 14

颗牙）的功能。因此，种牙并非“一个萝卜一个

坑”，不是每个缺牙的位置都需要种牙。

活动假牙性能不如种植牙

一听说种牙要做手术，而且手术费不菲，很多

高龄缺牙老人就摆手、不愿尝试，他们宁愿戴活动

假牙，但这种假牙存在很多弊端：首先，活动假牙

固位稳定性较差、容易松动；同时，活动假牙主要

靠缺牙处下方的黏膜和牙槽骨支撑咬合力量，易

使牙床逐渐萎缩，尤其是常年佩戴活动假牙的老

人，其牙槽骨可能萎缩到完全平坦，致使假牙无法

固位，影响正常饮食。

刘鑫说，这些老人会因缺损多颗牙齿，致使咀

嚼功能下降、肠胃吸收功能变差，甚至导致营养不

良。此外，随着年龄的增长，其牙槽骨被吸收得越

来越多，没了牙槽骨做“后盾”，活动假牙开始频频

在口内“擅离职守”，越来越不稳定。此时老人就算

想种植牙，也会因牙槽骨受损，无法接受手术，错过

了最佳治疗时机，只能面对终生无牙的窘境，这对

老人来说是件很痛苦的事。

刘鑫补充道，与活动假牙相比，种植牙属于固

定修复，不必摘戴，使用寿命更长，而且种植牙能

有效阻止牙槽骨萎缩，且在恢复牙齿咀嚼功能、维

护口腔生理健康等诸多方面，表现明显优于活动

假牙。

走出种植牙误区，给老人第三副牙齿
◎通 讯 员 衣晓峰 徐 旭

本报记者 李丽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