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家里蹲，一不小心胖3斤！跟着
刘畊宏跳减肥操，效果特别好！”近日，
风靡全网的刘畊宏减肥操不仅让刘畊宏名
声大噪，也让很多运动小白直呼找到了减
肥秘籍！

但从专业角度来说，虽然每天跟着刘
畊宏跳操，短期内减个十来斤是可能的，
但想要长期控制体重单靠跳操基本很难实
现，一旦停止锻炼，体重还可能随时
反弹！

到底什么样的方式才是正确的减肥之
道呢？在减肥路上，你又掉进了哪些

“坑”？

误区1：不问体脂率，一味减脂
不管增肌

人人都在喊减肥，尤其是女性，但我
们需要先了解一下到底哪些人该减。通常
我们用体质指数 （BMI） 来评估一个人是
否处于肥胖状态。BMI=体重/身高 2 （kg/
m2），18.5≤BMI<24kg/m2 为正常体重范
围 ， 24≤BMI<28kg/m2 为 超 重 ， BMI≥
28kg/m2为肥胖。其次也可以结合其他诊
断指标，如腰围、腰臀比等，成人腰围男
≥85 厘米，女≥80 厘米，腰臀比男性>
0.9，女性>0.85，均为肥胖。

近来比较流行的体脂率，需要医院或
健身房的人体成分分析仪检测，成人男性
体脂率正常值在 15%—19%之间，20%—
24%之间属于超重，大于25%则属于肥胖；
成年女性正常值在20%—24%之间，25%—
29%之间属于超重，大于30%则属于肥胖。

除了关注以上指标外，大家还应了解
自己的肌肉量，因为体脂率是相对的，除
了特别消瘦的人，大部分肌肉量过低的人
其体脂率会偏高，而这种情况在女性中非
常普遍。对肌肉量少而体脂率偏高的人，
更需要的是增肌而非单纯的减脂，所以一
味的减少饮食和不合理的运动是不恰当的。

误区2：不调整饮食，高热量食
物“打回原形”

想要控制体重，饮食是关键。不合理

饮食是网上很多“刘畊宏女孩”抱怨体重
不降的主要因素。

减肥需要七分吃，三分练。人体每天
大约消耗2000千卡左右的能量，其中约三
分之二的能量被用于基础代谢以维持正常
生命需要。运动消耗的能量并没有大家想
象的多，而且不同体重、不同运动形式、
不同运动强度、不同运动时间消耗的能量
是不同的。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运动1小时大约
会消耗400千卡左右。但一杯甜饮料、一
小块蛋糕、两个蛋挞的能量就可达500千
卡，而一顿火锅的能量甚至可以高达1000
千卡以上。因此，不调整饮食的运动，减
肥效果甚微。

误区3：长期节食或戒碳水化合
物，导致身体虚弱

一说到减肥，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就
是节食或者不吃碳水化合物。网上也有很
多“刘畊宏女孩”说自己不吃碳水化合物

或者不吃晚餐以后体重迅速下降了。不过
这只是因为短期内节食或不吃碳水化合
物，控制了总能量的摄入，再加上直播跟
跳增加消耗，能量差巨大导致的，长期来
看，不合理的饮食+运动可能导致身体
虚弱。

刘畊宏也并非靠戒碳水化合物或不
吃晚餐来减肥，他的饮食中包含了足量
的优质蛋白质、大量粗加工的新鲜蔬
菜、适量的水果和复杂碳水化合物、非
常少量的优质油脂，没有零食、甜食、
甜饮料，也没有高油脂的食物，饮食习
惯非常均衡健康，符合减肥饮食需要均
衡多样化、减油、减糖和适量碳水的
原则。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流行的轻断食、
生酮饮食、高蛋白低碳饮食属于特殊的减
肥饮食，不应盲从或照搬网络或明星的食
谱，不同的人能量需求不同、疾病情况不
同，应到医院内分泌科或营养科咨询专业
人员。

误区4：盲目跟风，加大运动损
伤风险

除了饮食，运动也是减肥过程中必不可
少的一项。近期，网上频繁爆出“刘畊宏女
孩”受伤的消息，这可能与她们平时不运
动，一运动就选择长时间大量运动有关。科
学运动首先应该循序渐进，根据自身能力量
力而行。可以先选择运动量稍微小一些的运
动开始，比如速度不快地骑健身车或者慢速
游泳、蹬椭圆机或者练习舒缓一些的健身
操，运动时间可从30分钟开始，待体重减轻
了，运动能力也逐渐增强了，再增加运动强
度和时间。运动频次则应该选择一个自己可
以长期坚持的次数，比如一周3-5次。要让
运动成为生活的一种习惯，而非被动坚持。

其次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刘
畊宏直播间的运动以有氧运动和复合运动
为主，节奏比较快，所以有比较好的减脂
效果。但大基数的人、平时不运动且对运
动无基本认识的人，运动损伤的风险也是
比较大的，所以建议大基数减肥的人运动
前最好能找专业人员先评估风险，比如心
功能情况、骨关节情况等，明确哪些运动
是应该避免或调整的。

误区5：只关注有氧运动，忽视
抗阻运动

很多人往往更关注有氧运动，而忽视抗
阻运动。有氧减脂效果好，简单易学，能提
高心肺能力，但对增加肌肉量不如抗阻运
动，所以要想增肌塑形，维持或增加基础代
谢率，还得进行力量训练。像刘畊宏，他真
正的主场也是器械练习。器械练习需要找专
业的教练指导，因为正确的运动姿势、合适
的运动重量和强度，才能真正起到增肌塑形
的效果，单靠跟跳就能练出蜜桃臀、马甲线
太难啦。有氧+抗阻不管是减脂还是塑形的
效果都更佳，拉伸、平衡、柔韧运动同样不
应少。所以运动应该是多种形式组合的，既
保证效果又增加乐趣。

（作者系四川省肿瘤医院临床营养科
副主任医师）

走 出 “ 刘 畊 宏 女 孩 ” 的 减 肥 误 区
□□ 熊竹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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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耳叔叔您好！
前天，听说我们所在的区域出现了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病例，得知信息
后，邻居们都去超市抢购。本来不想跟
风的我，也担心被隔离，和家人连夜赶
去超市采购。家里的冰箱、冰柜甚至连
客厅都囤满了各种蔬菜、冷藏食品、鲜
鱼肉、面粉和大米，还有我爱喝的各种
饮料等。第二天早上本来准备再去购买
一些小吃，但超市食品货架基本都被搬
空了，连一包薯片都不剩了。冷静下来
想一想，大家这样抢购是不是反而会人
为制造恐慌，囤这么多东西要吃多久才
能吃完呢。现在每天为了保住“绿
码”，走在小区里，我都小心翼翼地躲
着邻居，担心对方“阳了”传染给自
己，每天都生活在担忧里。我觉得自己
病了，心里生病了。

小梅

小梅：
你好！
感谢你的信任，在疫情居家的时

候，我们来一起聊聊心理。首先老师
要表扬你有很好的自我觉察感知能
力，能发现自己近一段时间情绪和行
为的异常，也能在第一时间向心理老
师求助。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些人的生
活秩序被打乱了，内心处于焦虑、恐
慌的状态，安全感缺失，为了避免落
单，不被孤立，人们的价值判断不经
意地会被群体牵引带动，这个时候，
自己的判断力很容易缺失。就像你看
到别人囤菜，自己也不经意地被裹挟
着加入了这个行列。

疫情期间，人们在情绪上也很容
易盲从，尤其一些负面的道听途说的
小道消息，会让人不由自主地卷入到
负性信息的传播中去，也会引起人们
负性地从众导向，导致情绪被激化。

一般自我意识弱，自我评价低，
依赖性强的人容易“被从众”。所

以，我们要培养自己养成凡事先动
脑后动手的习惯。当你发现自己的想
法或者做法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要
先冷静地思考，不要急着盲从随大
流，先在自己的脑子里想一想，假设
自己真的采取了跟大家一样的做法，
会出现什么结果呢？这种结果是自己
所需要的吗？对自己的生活会带来哪
些改变呢？

在疫情期间的特定条件下，如果
没有第一时间收到官方发布的准确信
息，人们的从众行为是很难避免的。
我们要扬“从众”的积极面，避“从
众”的消极面，努力培养和提高自己
独立思考和明辨是非的能力，遇事和
看待问题，既要慎重考虑大多数人的
意见和做法，也要有自己的思考和分
析，从而能够正确做出判断，并以此
来决定自己的行动。遇事都“从众”
或都“反从众”都不是正确的选择，
要冷静下来，清晰地知道自己的
需求。

大耳叔叔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
员、心理高级教师、国家卫健委心理
治疗师）

案例反思
社会生活中，每个群体都会对那些与群体保持一致的

成员表示接纳和喜欢，而对行为偏离者表现为厌恶和拒
绝。而人是社会性动物，一旦脱离了群体就会产生焦虑。
群体凝聚力越高，从众的可能性越大。因此，我们在生活
中经常出现“随大流”的情形，看别人这样做了，自己也
跟着做，这是被心理暗示的结果。因为大家寻求行为参照
时，更多的是内心安全感的缺失，心理学称为“从众心
理”或“羊群效应”。

在疫情不确定的情况下，人们更容易盲从跟风，觉得其
他人的行为最有参照价值。从众行为扼杀了一些人的独立意
识和判断力，一味盲目地从众，可以扼杀一个人的积极性和
创造力。但从众行为并不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因此对待从
众行为要辩证地看待。从众行为表现在
方方面面，我们了解人的从众心理，并
恰当地处理其行为，是很有意义的。能
否减少盲从行为，需要运用自己的理性
判断并坚持自己的是非观和价值观。

疫 情 之 下疫 情 之 下 ，， 如 何 减 少 负 性 的 从 众 心 理如 何 减 少 负 性 的 从 众 心 理
□□ 曹大刚曹大刚

自从被诊断为甲状腺乳头状癌后，42岁
的刘女士就忍不住怀疑，是不是真的像别人
所说的那样，得这种病是因为这些年补碘补
多了。

食盐加碘与甲状腺癌高发是否存在密切
关系？一般人群是否需要常规补碘？甲状腺
疾病患者补碘分寸又该如何把握？在第 29
个“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到来之际，科普
时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
病控制中心碘缺乏病防治研究所所长刘鹏教
授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控制中心
健康教育处处长苏晓辉研究员。

缺碘会导致智力损害等一系列
问题

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在维持机体
健康的过程中意义重大。碘的功能包括促进
生长发育、参与脑发育、调节新陈代谢，并
对其他器官、系统功能有重要作用。

苏晓辉介绍，甲状腺是富集碘能力最强
的器官，血碘被甲状腺摄取后，在甲状腺滤
泡上皮细胞内生成甲状腺激素。甲状腺激素
可刺激骨化中心的发育成熟，使软骨骨化，
促进长骨和牙齿生长。在脑发育的关键期，
神经系统的发育也依赖甲状腺激素。在此期
间摄入碘不足或碘缺乏会造成不同程度的脑
发育迟滞，以后即使再补充碘或甲状腺激素
也无法逆转。因此，出生并生活在碘缺乏地
区的学龄儿童，会有不同程度的智力损害，
智商水平明显低于碘充足地区的儿童。

刘鹏介绍，如果因为外环境导致人体缺
乏碘，会诱发碘缺乏病，主要包括地方性甲
状腺肿、地方性克汀病、地方性亚临床克汀
病。同时，碘缺乏还可造成流产、早产、死
产、先天畸形等。

我国是外环境严重缺碘的国家之一，历
史上碘缺乏病分布范围十分广泛，因此碘缺
乏病被列为我国重点地方病之一。

食盐加碘并非导致甲状腺癌高发
的元凶

近年来，甲状腺癌高发，很多人怀疑这
与我们生活中补充碘盐有关。但从临床和学
术角度来看，答案是否定的。

甲状腺癌逐年攀升的幕后因素是什么？
苏晓辉认为，一方面，甲状腺癌高发与电离
辐射、环境、饮食、生活方式、精神压力等
多种因素有关；另一方面，近年来，群众就
诊率和健康体检率明显提高，特别是高分辨
率B超和细针抽吸细胞学诊断技术在临床的
广泛应用，大幅增强了甲状腺癌的早期诊断
能力。

苏晓辉指出，现阶段，虽然我国甲状腺
癌的发病率正在呈现“水涨船高”的趋势，
但国人食盐中碘的含量近年来则表现为下降
态势，人群的摄盐量也在稳中有降，两者并
不一致；在地理分布上，甲状腺癌发病率较
高的地区与碘盐摄入较多、碘盐覆盖较好的
地区也不一致，因此，尚无证据表明食盐加
碘与甲状腺癌高发的现象有关联。

不同人群有不同补碘建议

目前，常用的补碘方法以食盐加碘为
主，其他手段包括口服碘油丸、含碘药物及
营养素补充剂、食用富碘食物等。

不同人群补碘措施会有所不同。刘鹏说，
我国绝大部分地区为碘缺乏地区，一般人群每
天从食物和饮水中获取的碘不能满足正常需
求，需要额外补碘。因此除了居住在水源性高
碘地区或者患有某种甲状腺疾病，按医嘱不吃
碘盐的居民外，其他人都应食用加碘食盐；妊
娠妇女、哺乳妇女、出生后至36月龄内的婴
幼儿等特殊群体都是碘的特需人群，在日常生
活中这部分人群尤应注意充分补碘。

以妊娠妇女为例，在备孕阶段，为达到
良好的碘营养状态，应食用加碘食盐；怀孕
后应选用孕妇碘盐或碘含量较高的加碘食
盐，并鼓励摄入含碘丰富的海产食物，如海
带、紫菜等。

再如婴幼儿，从出生后至 36 月龄内，
是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需要足够的甲状腺激
素促进体格生长和神经系统发育。对母乳喂
养的婴幼儿，当母亲碘摄入充足时，能满足
0-6月龄婴儿的需要；7-12月龄婴儿可从辅
食中获得部分碘；13-24月龄幼儿开始尝试
成人食物，也会摄入少量的加碘食盐，能获
得一定量的碘。婴幼儿的辅食中应有含碘的
海产品。非母乳喂养的婴幼儿饮食主要是乳
制品，因此，按规定婴幼儿奶粉中必须
加碘。

对于特殊地区的人群补碘也有讲究。苏
晓辉说，生活在水源性高碘地区的居民，从
饮水中已经摄入足量甚至过量的碘，因此这
部分居民应食用未加碘食盐；但如果水中碘
含量下降至碘缺乏水平，也需要食用加碘
食盐。

而对于沿海地区的人群来说，虽然沿海
地区盛产海带、紫菜等富碘食物，但当地居
民食用频率和食用量都较低，且海带等富碘
食物如在上餐桌前被长时间浸泡，碘损失较
快，浸泡 5 分钟后 75%以上的碘就已流失。
如果沿海地区居民食用未加碘食盐，碘缺乏
的风险很大。

甲状腺疾病患者如何补碘

刘鹏告诫，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的患者应
限制碘的摄入，忌用富碘食物和药物。如果
需用放射性碘治疗甲亢，应禁食含碘多的海
藻类食物至少7天。而如果甲状腺全部切除

或完全破坏所致甲减者，则需要接受甲状腺
激素的替代疗法，因此食用加碘食盐或未加
碘食盐对甲状腺无明显影响。如果患者属于
甲状腺腺叶切除或甲状腺组织尚有残留，也
可以保持正常碘饮食，包括食用加碘食盐。

对甲状腺结节患者，碘摄入量过多或不
足都不利于病情，因此要适碘饮食。

刘鹏认为，近年来虽然甲状腺癌发病率
大幅上升，但并未发现补碘与甲状腺癌发病
率升高之间的相关性，因此甲状腺癌患者也
可以正常接受碘饮食。

同时，为了保证母体和胎儿的需要，妊
娠期患有甲状腺疾病的妇女，也要摄取足够
的碘，而食用加碘食盐是最好的方法；妊娠
前有甲亢并低碘饮食的患者，在拟妊娠前至
少3个月应食用加碘食盐，以保证妊娠期充
足的碘储备；妊娠期甲亢患者也要摄取足够
的碘，并定期监测甲状腺功能，及时调整抗
甲状腺药物剂量。

近期，欧美多国报告多例
不明原因儿童急性肝炎。世界
卫生组织表示，截至目前，全
球已发现约278例患儿童不明
肝炎的病例，多数患病儿童不
到10岁。

多名患儿体内检测出
腺病毒

据报道，患儿通常表现为
严重急性肝炎，多数伴有黄
疸，少见发热。部分患儿在发
病前出现腹泻、呕吐和腹痛等
胃肠道症状，实验室检查可见
肝酶显著升高。但在这些病例
中均未检测到通常引起急性病
毒性肝炎的常见病毒如甲型、
乙型、丙型、丁型和戊型肝炎
病毒。英国卫生安全局声称该
病与新冠疫苗无关，因为患儿
均未接种过新冠疫苗，但至少
在 74 例病例中检测到了腺病
毒，在 20 例病例中发现了新
冠病毒。

当地时间5月6日，美国疾
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表示，正在
调查美国25个州出现的109例
儿童不明原因肝炎病例，其中
有部分患儿查出41型腺病毒。

腺病毒感染常被误诊
为普通感冒或流感

腺病毒是一种无外壳的双
链 DNA 病 毒 ， 基 因 组 长 约
36kb，是常见的病原体之一。
腺 病 毒 潜 伏 期 一 般 为 2-21
天，平均为3-8天。腺病毒感
染主要在冬春季流行，容易在
幼儿园和学校中暴发流行。

腺病毒感染的症状早期一
般难以察觉，但常引起呼吸道
疾病，最常见症状就是突然发
高烧达到39℃以上，可伴有咳
嗽、咳痰、咽部红肿、咽痛等
上呼吸道症状，感染多有自限
性，因此常被误诊为普通感冒
或流感。同时，腺病毒感染也
可能引起其他疾病，如肠胃
炎、肝炎、结膜炎 （红眼病）
和膀胱炎（膀胱感染）等。

一般来说，腺病毒主要通
过呼吸道飞沫、眼分泌物，经
呼吸道或接触传播；肠道感染
主要通过消化道传播。减少腺
病毒传播的最有效方法是保持
良好的手部和呼吸道卫生，其
预防措施和其他呼吸道、消化
道传染病预防措施相似。

出现发热等症状应及
早就医

41型腺病毒通常表现为腹泻、呕吐和发
烧，常常伴有呼吸道症状，但与这次的不明
肝炎症状差别较大。且腺病毒感染作为严重
肝炎的患病原因在免疫功能正常的儿童中很
少见。虽然腺病毒目前是此次不明原因儿童
肝炎潜在原因的一种假设，但它并不能完全
解释临床情况的严重性，且病毒在发病机制
中的作用尚不清楚。目前，这些肝炎病例的
病因仍然未知。

世卫组织建议，目前首要任务是确定这
些病例的病因，以指导进一步的临床和公共
卫生行动，并强烈建议各国积极排查确诊病
例、疑似病例、与确诊病例有过密切接触者
的潜在病例。

一旦发生急性发热、咽喉疼痛和结膜炎的
症状，应及早到医院就诊，早隔离、早治疗。
出现5人以上集体发病的情况要及时向所在地
区防疫部门报告，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避免
疾病蔓延。在腺病毒流行的冬春季节，出现严
重咳嗽和呼吸困难症状多属严重病例，应及时
到医院住院治疗，以免延误病情。

（第一作者系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
心感染病医学部在读博士生；第二作者系解
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感染病医学部主任
医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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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15日是我国第29个“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的宣传主
题是：智慧人生健康路，科学补碘第一步。那么——

长期食用加碘盐会导致甲状腺癌吗长期食用加碘盐会导致甲状腺癌吗
□□ 衣晓峰 科普时报记者 李丽云

山东滨州，一名顾客正在展示“防治碘缺乏病日”海报。 （来源人民视觉）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