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英同学：
你好！
你现在的心情有些难过吧，是不是有种

很想证明真相，却又深深地被流言蜚语打倒
的无力感？你会发现，人们在传播流言蜚语
的过程中具有大惊小怪、无中生有、夸大其
词，且不顾他人感受等特点。

记得有个娱乐节目，它的规则是：第一
名嘉宾知道传播内容，但不能说出来，只能
用表情和肢体语言，传递给后面的嘉宾。经
过几轮传递后，最后一个嘉宾得到了完全不
同的内容。这表明，信息传播过程中，传播
者会不断地添加自己的主观感受，传播链条
越长，真相也会偏离得越来越远，最后产生
的影响也就越大。

我们先了解一下流言蜚语炮制者的内
心。他们往往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对事件有
自己的内心体验。他们把自己的内心体验通
过制造的事件来传播，投射的是自己的内心
需求。比如，文娱委员未经同意传播你和生
活委员在一起的照片，投射的其实是他在青
春萌动这个年龄，对异性交往充满好奇，想

通过传播你们的照片引起讨论、起哄等，满
足自己的内心体验。但也有部分人是因为经
历过一些心理创伤，又没有及时处理好这些
创伤，导致他们在生活中会无意识地喜欢制
造流言蜚语，把自己的痛苦转化为看到别人
痛苦时的幸灾乐祸。

作为清醒的旁观者，需要有自己的判断
力，同时也会换位思考，顾及他人的感受，
要学会分清信息的来源、质疑信息的真实
性，不要人云亦云。

作为被传播的对象，这个时候需要第一
时间站出来进行铿锵有力地回击，拿出一些
佐证材料，证明传播事件的不真实性，及时
止损，避免事件扩大蔓延。你可以很严肃地
告诉传播者：“你的行为已经影响到了我的
生活，让我感到非常愤怒。”同时你可以要
求对方在发布流言的平台上道歉，也可以上
报老师或父母，遇到严重伤害到自己的行为
时甚至可以直接报警。无论如何，都要让传
播者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别人造成的伤害是
深远的。

大耳叔叔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
家协会会员、心理高级
教师、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心理治疗师）

案例反思
大耳叔叔：

您好！
暑假，我和我们班的生活委员以及文

娱委员一起报名参加了社会实践项目，每
天去社区做义务交通疏散员。每天中午，
我们都在一起吃盒饭，相处得特别开心。
昨天，文娱委员抓拍了一张我和生活委员
午餐时的照片，记录了我把不喜欢吃的肉
分给他，并且有说有笑那个瞬间，还恶作
剧地配上“小两口儿”这个词发到班级群
里，让不明真相的同学们一片哗然，然后
又被同学们配上各种文字和表情进行转
发。有的同学留言：“原来你们在学校保
密工作做得这么好呀！”这张照片传来传
去，最后就连我妈看到后都有些信了，她
话里有话地跟我说：“女孩子25岁谈恋爱
都不晚！”真是气死我啦！没有想到流言
蜚语传播的力量有这么大，搞得我现在特
别尴尬……

小英（化名）

面 对 流 言 蜚 语面 对 流 言 蜚 语 ，， 我 该 如 何 还 击我 该 如 何 还 击
□□ 曹大刚曹大刚

“大夫，我的体检报告出来了，双侧
颈总动脉多发斑块、右锁骨下动脉斑块、
腹主动脉斑块并管腔重度狭窄、腘动脉斑
块……这斑块从头长到脚，该怎么处理
啊？”临床工作中，经常碰到患者拿着体
检报告来咨询斑块的问题。今天就来聊一
聊动脉斑块那些事儿。

吸烟、肥胖、不良饮食习惯等
可导致动脉斑块形成

人体持续暴露于各种致病因素，如吸
烟、肥胖、不良饮食习惯、高血压、糖尿
病、血脂异常等，久而久之可导致动脉内
皮细胞功能紊乱。受损的内皮细胞通透性
增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易于进入动脉
壁，并刺激平滑肌细胞增生，引发动脉粥
样硬化，相继出现脂质点和条纹、粥样和
纤维粥样斑块，以及复合病变3类特征性
病变。

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基本上可分为两
类：一类是稳定型斑块，其纤维帽较厚、
脂质池较小、富含纤维组织或已钙化斑
块，彩超报告会提示“强回声”“等回
声”；另一类是不稳定型斑块，其纤维帽
较薄、脂质池较大，表现为溃疡斑块、斑
块内出血，彩超报告会提示“低回声”

“混合回声”。

斑块破裂易导致动脉粥样硬化
性心血管疾病

如果把动脉斑块比作饺子，皮厚馅少
的，怎么煮都不容易破，就像稳定型斑

块；皮薄馅多的，随时都有破裂的风险，
就像不稳定型斑块。

不稳定型斑块会在“导火索”的作用
下发生“火山爆发”，出现斑块破裂并形
成血栓，从而导致急性心血管事件，迅速
夺走患者的生命。

在多种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协同作
用下，斑块破裂释放大量组织因子和血小
板活化因子，血小板迅速黏附聚集形成白
色血栓，这种血栓脱落后会引起脑、肾、
肠系膜等血管栓塞，最常见的就是脑血管
栓塞。同时，斑块破裂导致大量的炎性因
子释放，促进纤溶酶原激活剂抑制物-1的

合成，进一步加重血栓形成，演变为红色
血栓，使得血管发生急性闭塞而导致严重
持续性心肌缺血。

以动脉粥样硬化为基础而引起的一系
列心脑血管及外周血管疾病，称为动脉粥
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 （ASCVD）。ASCVD
主要包括冠心病、脑卒中、急性主动脉综
合征。

合理膳食可防治动脉粥样硬化
性疾病

逆转斑块是防治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
的根本目标，合理膳食是防治动脉粥样硬

化性疾病的治疗基石。
不合理膳食是造成我国心血管疾病死

亡和疾病负担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2017
年，我国约260万心血管疾病死亡归因于膳
食因素。2019年，《柳叶刀》发布的全球饮
食领域首个大规模研究提示，全球近20%的
死亡是由于摄入食物不健康导致。造成死
亡的不合理饮食习惯排前三位的是：高钠
饮食、低全谷物饮食和低水果饮食。

《 中 国 膳 食 指 南 科 学 研 究 报 告
（2021）》研究表明，我国江南及东南沿海
一带地区的东方健康膳食模式中发生超
重、肥胖和代谢综合征的风险较低，心血
管疾病和慢性疾病的死亡率较低。该膳食
模式的特点是清淡少盐、食物多样、谷物
为主、蔬菜水果充足、鱼虾等水产品丰
富、奶类豆类丰富等。此外，人们还具有
较高的活动量。

日前，美国预防心脏病学会发表文章
强调，循证饮食模式在预防 ASCVD 和
ASCVD危险因素如高脂血症、高血压、糖
尿病和肥胖中具有重要作用。为此，该学
会推荐以蔬菜、水果、豆类、坚果、植物
蛋白、鱼类、低脂奶制品为主的饮食模
式；建议将饱和脂肪替换成单不饱和脂肪
和多不饱和脂肪，减少膳食胆固醇的摄
入；减少食盐、精制谷物和过度加工食品
的摄入，增加富含膳食纤维食物的摄入；
不建议通过常规补充营养制剂，如维生素
制剂的方式来预防ASCVD。

（作者系北京小汤山医院营养室主治
医师、国家注册营养师）

健 康 膳 食 可 逆 转 动 脉 粥 样 斑 块
——体检报告背后的健康解读（二）

□□ 任芳华

暑假来临，很多家长因为孩子身高增
长缓慢，趁着假期带着孩子来内分泌科看
门诊。其中，很多家长反映，平常生活中
给孩子补充了足够的牛奶和钙剂，但仍然
没有见到明显的身高增长。这到底是什么
原因呢？

我们知道，足量的钙对儿童生长发育
非常重要，不仅可以增加骨密度，而且利
于儿童现阶段及成年后的骨健康。但给孩
子补充钙剂时，家长需要注意三个方面。

补钙时不要同时食用富含草酸的食
物。草酸可与钙结合为难溶性复合物，减
少钙的吸收。因此，给孩子补钙时不要与
富含草酸的食物同时进餐。菠菜、苋菜、
茭白、竹笋、巧克力、坚果、辣椒和茶叶
等都是草酸含量较高的食物，一旦和牛
奶、虾皮、豆腐等含钙高的食物一起食
用，就可能在体内形成难溶性的草酸钙。
草酸钙不仅不能被人体吸收，甚至由于沉
积可能诱发各种脏器的结石病，如尿道结

石、肾结石等。
补钙时还要注意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K

的补充。如果体内没有维生素 D 的帮助，
就算补充了足量的钙，也不能让钙在儿童
体内存留，相当于白白浪费了钙。补充维
生素 D 能把钙巩固在体内，有助于钙的吸
收。而充足的维生素 K 能促进人体合成血
清骨钙素，调节骨骼中钙的合成，进而促
进儿童骨骼的健康生长。

此外，摄入钙剂的时间以随餐服用最

佳。补充钙剂中的钙片对人体胃黏膜有刺
激作用，可能会对胃肠道造成损伤，出现
腹胀、恶心等症状。由于进餐时人体会自
动促进胃液分泌，有利于钙的溶解与游
离，钙片随同食物一起服用时会在胃肠道
停留的时间更久，可以延缓胃的排空，提
高钙的吸收率，减轻钙片对胃黏膜的刺
激，此外还可以减轻药物的不良反应。

（作者系江西省儿童医院内分泌遗传代
谢科主任医师)

儿 童 补 钙 不 当 可 能 形 成 结 石
□□ 杨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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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广州日报大洋网7月29日报道，来自
海南的 11 岁男孩小林，一年多前因为咳嗽
拍片检查，发现脊柱有轻微弯曲，父母以为
是坐姿不正导致有些高低肩，谁知道日子一
天天过去，脊柱倾斜越来越严重，后来被诊
断为“特发性脊柱侧弯”。

调查显示，目前我国中小学生脊柱侧弯
人数预计超过500万，并且以每年30万左右
的速度递增。脊柱侧弯已成为继肥胖、近视
之后，危害儿童青少年健康的第三大疾病。

脊柱侧弯会带来哪些危害？哪些因素容
易导致？如何判断孩子是否出现脊柱侧弯？
科普时报记者就此专访了北京积水潭医院脊
柱外科副主任医师肖斌。

重度脊柱侧弯可能影响心肺或
内脏

“从身体背面或正面看，正常的脊柱是
一条竖直线。如果脊柱偏离中线、出现弯
曲，就叫脊柱侧弯。”肖斌介绍，脊柱侧弯
可分为结构性脊柱侧弯和非结构性脊柱侧
弯，后者又被称为姿势性脊柱侧弯。其中，
结构性脊柱侧弯又分四类：先天性脊柱侧
弯、特发性脊柱侧弯、综合征性脊柱侧弯和
神经肌肉性脊柱侧弯。

“结构性脊柱侧弯的特点是，通过自身姿

势调整也无法让脊柱回到中线。而非结构性
脊柱侧弯可以通过姿势矫正让脊柱回到中
线。”肖斌告诉记者，脊柱侧弯的主要表现是
外观异常。一般来说，如果孩子的脊柱侧弯
度数在20度以内，并且孩子骨骼发育已经成
熟，就属于轻度脊柱侧弯，通常危害不大。

“但如果孩子脊柱侧弯度数超过40度，即
使骨骼已发育成熟，成年后脊柱侧弯可能还会
加重。特别是年迈后，随着脊柱关节出现磨
损、退行性改变，脊柱侧弯会愈加严重，容易
导致腰疼，甚至神经压迫的症状。而重度脊柱
侧弯，比如侧弯度数达80—90度，就可能会
对心肺或内脏功能产生影响。”肖斌说。

脊柱侧弯与练习舞蹈和课桌高矮
有关吗

从病因上来看，发病率最高的脊柱侧弯
是特发性脊柱侧弯，即不明原因的脊柱侧
弯。肖斌表示，这种脊柱侧弯常见于身体快
速发育的青春期，女生一般在十一二岁，男
生可能稍微晚1—2年。

还有一类发病率较高的是先天性脊柱侧
弯，这往往是由于胎儿脊椎骨在发育时出现
异常，比如说半椎体畸形等情况，像这种脊
柱侧弯可以在出生后早期通过拍X光片发现。

对“练习舞蹈会导致脊柱侧弯”的传

言，肖斌称：“一般来说，练习舞蹈不会导
致脊柱侧弯，目前也没有证据表明脊柱侧弯
和练习舞蹈有关。”

“但不建议孩子过度练习下腰，因为这可
能会造成脊髓血运循环障碍，极端情况还可能
造成孩子瘫痪。而且腰部过度后伸，会对腰椎
峡部造成较大的压力，可能会造成腰椎峡部
裂，成年后有可能导致腰椎滑脱。”肖斌说。

而对课桌高矮不合适会导致脊柱侧弯的
说法，肖斌表示：“如果课桌过矮、凳子过
高，或者孩子个子较高，有可能造成姿势性
侧弯。不过不用担心，只要多加注意，可以
避免侧弯加重，姿势性侧弯一般不会发展成
结构性侧弯。”

“前屈试验方法”可判断孩子有
无脊柱侧弯

针对中小学生脊柱侧弯问题，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发布了《儿童青少年脊柱弯曲异
常防控技术指南》，要求将筛查项目纳入学
生体检内容、筛查结果记入健康档案。

肖斌告诉记者，学校检查脊柱弯曲异常
一般采用前屈试验方法，家长也可以采用该
方法判断孩子有无脊柱侧弯。

具体做法是，让孩子双脚并拢，弯腰低
头，双手指脚尖，把背部弓起来，从后面或

前面看孩子后背切线的高低。如果腰背部双
侧高低不同，建议到医院骨科就诊。医生会
用水平尺测量孩子背部，如果水平尺显示的
度数超过5度，医生会建议给孩子拍站立位
脊柱全长的X光片，判断有无脊柱侧弯。

还有一种判断方法是，让孩子站直，从
后面查看孩子双肩是否等高、腰线是否对
称、背部是否高低一致，以及骨盆两侧外缘
是否高低一致。如果出现不等高，就要怀疑
有脊柱侧弯。

治疗脊柱侧弯因人而异，需要明
确类型

肖斌表示，治疗脊柱侧弯的第一步是明
确脊柱侧弯的类型。

对于常见的特发性脊柱侧弯而言，要综
合孩子的年龄和侧弯度数这两种因素选择治
疗方法。

具体而言，如果脊柱侧弯度数小于 20
度，孩子还在身体生长期，建议谨慎观察，每
半年拍片子复查；如果孩子过了生长期，一般
进展风险不大，同样建议每半年复查一次。

如果脊柱侧弯度数是在 20—40 度之
间，孩子处于生长期，首先考虑使用脊柱侧
弯专用支具治疗。支具要根据孩子的体型和
柔韧度以及脊柱侧弯的弯度、顶椎的位置进

行个性化定制，建议每天佩戴支具保持在20
个小时以上，否则达不到效果。

如果脊柱侧弯度数在 45—50 度之间，
孩子外观明显畸形，出现身体不平衡的表
现，建议手术治疗。

“对于先天性脊柱侧弯、神经肌肉性脊
柱侧弯或综合征性脊柱侧弯，在 10 岁之前
出现外观异常明显的孩子，可能需要早期干
预甚至联合多学科进行治疗。”肖斌说。

谈及脊柱侧弯的预防，肖斌表示，由于
特发性脊柱侧弯没有明确病因，所以没有很
好的预防措施。他给家长的建议是，如果孩
子的一级亲属或二级亲属有脊柱侧弯，或孩
子处于青春期，要多加留意观察。在预防姿
势性侧弯方面，他建议孩子避免反复长时间
做单侧动作，如拉小提琴、打网球。“如果
每天重复这个动作六七个小时，容易出现双
侧背部肌肉不平衡，可能导致脊柱侧弯。”
肖斌说。

远离脊柱侧弯远离脊柱侧弯，，避免反复做单侧动作避免反复做单侧动作
□□ 科普时报记者科普时报记者 代小佩代小佩

调查显示，目前我国中小学生脊柱侧弯人数预计超过500万，并且以每年30万左右的
速度递增，成为危害儿童青少年健康的第三大疾病——

练习室内声乐舞

可提高老年人认知能力
科普时报讯 （夏普） 与声乐相配合的

舞蹈，如街头巷尾的广场舞等，是一种人
们喜闻乐见的健身方法。近期，日本东京
大学尖端科学技术研究中心等研究小组在

《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卫生杂志》发表的一
项研究表明，由舞蹈和声乐组合而成的室
内舞蹈，不仅具有健身的功效，还可明显
改善人们的认知功能和执行功能，即对事
物进行思考和行动的能力。这为因新冠肺
炎疫情而宅家的老人提供了一种简单易行
的锻炼方式。

研究小组将招募的60岁以上无新冠肺炎
和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的健康居民，随机
分为舞蹈组、越野步行组 （以下简称步行
组） 和对照组 （非锻炼组） 3组，要求前两
组进行每次30分钟、每周3次、连续4周的
相关运动，并采用国际通行认知功能和执行
功能标准进行评价和研究。

结果表明，在认知功能方面，舞蹈组
的改善和提高幅度明显大于步行组和对照
组；在执行功能方面，舞蹈组的提高幅度
明显大于对照组，对比步行组也略有改
善。此外，与步行组相比，舞蹈组的步行
速度和模仿能力有显著提高，在视觉空间
认知功能方面的改善程度也明显大于步行
组和对照组。

研究人员认为，在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
期间，由于市民长时间居家不出，活动范围
和运动量相应都会减少，会对老年人的身心
健康和认知功能带来不利影响。上述室内声
乐舞提供了一种很好的解决方案，对保持和
提高老年人认知与执行能力大有裨益。

多食鱼类

有助于预防脑血管病变
科普时报讯 （夏普） 由动脉硬化和狭

窄导致的心脑血管疾病，严重威胁着人类健
康，位居各种疾病死因之首。近期，日本滋
贺医科大学非传染性疾病流行病学研究中心
研究小组在日本《脑血管病杂志》发表的一
项研究显示，鱼源性ω-3多不饱和脂肪酸可
显著降低脑动脉狭窄风险，有助预防由此引
起的脑梗塞等脑血管病变。

研究小组从该中心实施的项目中随机
抽取 739 名 40—79 岁滋贺县男性居民作为
本次研究对象，于 2006—2008 年期间对参
与者进行血液检查，测量鱼源性ω-3 多不
饱和脂肪酸的血液浓度，并于 2012—2015
年期间对同一参与者进行头部核磁共振成
像检查，以此作为评价标准，分析和研究
ω-3 多不饱和脂肪酸与脑动脉狭窄等脑血
管病变的关系。

结果表明，去除年龄、高血压、糖尿
病、吸烟等影响因素，鱼源性ω-3多不饱和
脂肪酸血液浓度越高，脑动脉狭窄风险越
低。血液中鱼源性ω-3多不饱和脂肪酸浓度
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即30.5微摩尔/升），轻
度以上脑动脉狭窄风险降低20%。此外，对
ω-3 多不饱和脂肪酸所含二十碳五烯酸
（EPA） 和二十二碳六烯酸 （DHA） 分别进
行同样的分析发现，与 EPA 相比，DHA 与
脑血管的关系更密切，预防脑动脉狭窄等脑
血管病变的效果也更显著。

研究人员表示，迄今已有诸多鱼源性
ω-3多不饱和脂肪酸预防冠状动脉等动脉硬
化疾病的流行病学研究报告，但与脑血管病
变的关系尚不明了。上述研究对此进行了阐
述，说明鱼源性ω-3多不饱和脂肪酸对大脑
的大血管病变具有保护作用，多食用富含鱼
源性ω-3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鱼类，将有助于
预防脑梗塞特别是动脉硬化性脑梗塞的
发生。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流言蜚语传播，一般由制造人、受害人
和观众三方构成。所谓流言蜚语，一般都是
未经本人证实的信息，在非正常的渠道下传
播的。它不仅是信息空白的补充，而且还是
群体在信息缺乏的状况下进行任意扩充的
结果。

流言蜚语传播的目的，有的属于报复性传
播，希望对方得到最坏的结果，达到自己的目
的；有的属于娱乐式传播，传播前没有想到结
果会对受害人造成伤害。每个年龄段和不同生
活阅历的人，对传播的内容喜好也不同。而处
于青春期的孩子，对于异性交往都很好奇，往
往会把异性交往作为一个
重要的传播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