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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养生

勤刷牙
防高血压

美国《高血压》杂志网络版刊登英国

一项最新研究发现，牙周炎与收缩压升高

存在重要关联，勤刷牙有益预防高血压。

为弄清牙周炎与血压之间的具体关

联，英国伦敦大学研究小组对 250 名牙周

炎患者（病例组）和 250 名未患有牙周炎

的参试者（对照组）相关数据展开梳理分

析。两组参试者于 2000-2018 年参加了大

学生临床试验研究。除牙周炎患病情况差

异外，两组参试者在年龄、性别、体重指数

（BMI）等方面都基本相当。牙周炎患者除

牙病外没有其他健康问题。对比分析结果

显示，与对照组相比，牙周炎患者平均收

缩压和舒张压分别高出 3.36 毫米汞柱和

2.16 毫米汞柱。牙周炎的确诊与平均收

缩压升高和收缩压≥ 140 毫米汞柱的几

率密切相关，但与常见心血管危险因素无

关。研究人员连续测量了参试患者的牙周

健康状况，并与其收缩压变化情况进行对

比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研究人员表示，这项新研究结果表

明，对于医生而言，牙周病筛查过程中应

考虑高血压因素，高血压筛查时也应考虑

是否有牙周病。对于大众而言，保持口腔

卫生有助降低血压。

（据 《生命时报》）

气温转暖，许多人迈开了春游

的脚步。谷雨过后，初夏将至。专家

提示，春夏之交气温变化频繁、紫

外线渐强、公园草木繁茂的地方蚊

虫多，出游时要格外注意。

“建议大家选择大路登山，不

要走野山、野路。”北京市香山公园

绿化科副科长葛雨萱说，公园在种

植花草时选用的是无毒性的花草，

但是不排除一些野生花草存在致

敏因素。香山公园内就有一种名为

“蝎子草”的野生草类，刮到皮肤会

引起瘙痒、红肿等。

在外游玩时，建议游客不要

采摘花卉，不要挖掘野菜、采摘野

果食用。一些野生植物不易辨识，

有可能存在一定毒性。在户外，特

别是野外草木繁茂的地方，要穿长

袖、长裤、袜子等，把身体覆盖好，

露出的部位要尽量少。

北京世纪坛医院皮肤科主任周

平说，皮肤过敏的原因很多。有的人

对紫外线过敏，一定要做好防晒工

作。防晒不分季节，因为长波紫外线

能达到真皮层，使皮肤晒黑。它常年

存在并且强度稳定，在环境中穿透能

力强，云层、玻璃等均不能过滤它。

专家提示，花粉、柳絮等容易

引起季节性过敏，做好个人防护

可减轻过敏症状。外出郊游时应

戴好帽子、口罩、太阳镜。可以带

上脱敏药物，若遇皮肤发痒、全身

发热、咳嗽、气急等情况，要迅速

离开诱发的环境。一旦出现哮喘

症状，应及时服药并到医院就诊。

带小朋友出游该如何准备物

品？北京市东城区光明幼儿园保

健医生贾树满说，家长们要提前

了解目的地情

况，为 小 朋 友

们 准 备 防 蚊 手

环、防蚊贴、薄荷

膏等防蚊虫叮咬

的物品。要提示

幼儿不要随便

采食花草，避免

不良情况发生。

北京中医药大学

学生工作部心理咨询中心教师

裴昱说，中医认为春季养生要顺应

阳气自然生发的特点，以养肝为要

务。人们外出游玩有利于保持心胸

开阔，情绪乐观，以使肝气顺达，气

血调畅，达到防病保健目的。

葛雨萱说，通常公园会在游客

服务中心、门区等地放置小药箱，准

备常用的消肿止痛药膏、喷雾剂等。

如果不慎被蚊虫叮咬，

可以进行简单处理，缓

解疼、痒症状，一旦出

现较重症状，应及时

到医院就诊。

 （据新华社）

时下正值春菜大量上市，它们

除了营养美味外，大部分还有一个

共同特点——吃前需要先焯水，原

因如下 ：

亚硝酸盐含量高，典型代表 ：

香椿。香椿风味独特，胡萝卜素、维

生素C、矿物质钙铁含量在常见蔬

菜中名列前茅，但其中的亚硝酸盐

含量在蔬菜中也很“突出”。亚硝酸

盐是一种潜在致癌物，在消化道中

可与蛋白质等代谢产生的胺类物质

结合，从而形成致癌物亚硝胺。亚硝

酸盐易溶于水，因此吃香椿之前先

焯水，有助降低致癌风险。有研究发

现，焯水 15-45 秒就可大幅降低香

椿中的亚硝酸盐含量，维生素C、多

酚等营养物质还能较好地保留。买

回家的香椿如果短时间吃不完，一

定要放在冰箱冷藏室储存，有助减

少亚硝酸盐产生。

草酸含量高，典型代表：菠菜、

春笋。菠菜是胡萝卜素、叶黄素、叶

酸、维生素K 等很多营养素的小宝

库。春笋不仅膳食纤维、矿物质钾

等含量高，还富含鲜味氨基酸，是

春季不可错过的美味。美中不足的

是，这两种菜草酸含量较高。草酸

是一种抗营养物质，会影响人体对

钙、铁、锌等矿物质的吸收和利用，

还可能降低消化酶活性、刺激胃肠

引 起 不

适，对 于

肠胃差的朋

友来说尤其

明 显。草 酸

高的蔬菜最明显

的口感特征就是发

涩，口感越涩往往草酸

含量越高。对付草酸，水

焯是行之有效的一大方式，

因为菠菜、春笋的草酸基本都是以

“容易溶于水的草酸盐”形式存在，

遇沸水容易溶出。研究显示，菠菜

在沸水中焯 1 分钟后捞出，即可除

去 80% 以上草酸。此外，马齿苋、

苋菜、厚皮菜、大蕹菜等草酸含量

也较高，吃之前最好也焯一下，以

减少涩味。

含有毒物质，典型代表 ：蕨菜。

作为一种绿叶菜，蕨菜的膳食纤维、

矿物质钾镁铁、维生素C 等含量都

不错，还有蕨菜多糖、黄酮类植物化

合物，再加上味道鲜美口感独特，深

受很多人喜爱。不过，蕨菜也早就被

权威机构列为致癌食物。让其背负

罪名的是一种叫做“原蕨苷”的有毒

物质。所以蕨菜虽美味，但不可以长

期大量吃，偶尔尝下鲜就行。吃蕨菜

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焯水，能去除大

部分原蕨苷，降低致癌风险。此外，

天生有“毒”的蔬

菜还有鲜黄花菜，以及芸豆、扁豆等

鲜豆类蔬菜。鲜黄花菜含有毒生物

碱，易刺激消化道黏膜出现恶心、呕

吐、腹痛、腹泻等症状。所以新鲜的

黄花菜不建议直接吃。如果想尝试，

需要洗净、焯水，然后放到凉水中浸

泡几个小时，并且充分炒熟煮透后

再吃。芸豆、扁豆等鲜豆类蔬菜含有

植物红细胞凝集素和皂素，生吃或

没有熟透的情况下吃，容易刺激消

化道黏膜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 

吃前焯水、充分加热是防止鲜豆类

蔬菜中毒的最重要举措，可以把有

毒物质含量控制在安全范围内。

可能含农药，典型代表：自己挖

的野菜，比如荠菜、苜蓿、马齿苋、蒲

公英、艾蒿等。很多野菜的综合营养

价值确实不错，比如荠菜中的膳食纤

维、蛋白质、胡

萝卜素（2590 微

克/100 克 ）、维

生 素C（43 毫 克

/100 克 ）、钙（294

毫克/100 克）、钾、

铁等重要营养素含

量都非常高，远超过

一般的蔬菜。而苜蓿

中的胡萝卜素（5490

微克/100 克）、维生素

C（102 毫克/100 克）

含量比荠菜还要高。野

菜的生长环境难以掌

控，可能存在农药等有

害物质残留问题。而且挖

回来的野菜又没有办法

检测，最好的办法就是焯

水，有助减少农药等污染

物残留。        （综合）

每当说起危险化学品，大家脑

海里浮现出的都是会爆炸、体积庞

大、极具杀伤力的物品，但在日常生

活中有些危险品并不起眼且就在身

边。应急管理部总结出几类身边的

危化品，提醒大家增强防范意识。

酒精。酒精蒸气与空气混合可

能引起爆炸，遇明火、高热也能引起

燃烧爆炸。家中的酒精，一定要存放

在阴凉、通风的地方；要远离火种、

热源，也要避免阳光直射；使用酒

精消毒时，也要避开火源。

打火机。打火机所使用的燃料

都是可燃性气体，经过加压后充入

封闭气箱，一旦受热就会迅速膨胀，

极易点燃、爆炸。夏天打火机不要放

在车内，也不要放在阳光直射的地

方，以防受热爆炸；最好存放在阴

凉处，不要接近高温物品；注意不

要让打火机受到挤压和撞击。

充电宝。大部分充电宝使用的

是锂电池。锂电池易短路，过度充

电、极限温度等情况下都能着火。

受到挤压或碰撞时，锂电池也极有

可能着火或爆炸。充电宝须避免太

阳暴晒，也要避免重压和强烈的震

动 ；充电过程中要避免高温高压高

湿环境。

花露水。花露水含有酒精成分，

因而具有易燃性。喷洒花露水后不

要立即使用明火，也不要用电蚊拍；

花露水放置在阴凉处，切勿暴晒。

杀虫剂。杀虫剂内的丙烷、丁烷

成分与空气混合后会形成爆炸性混

合物，遇明火、火花或高温易爆炸。

喷雾杀虫剂瓶内有压力，外力撞击

或者摩擦起热也容易引发爆炸。喷

洒杀虫剂时要注意避开明火，储存

时远离高温和暴晒；杀虫剂瓶罐的

储存也应远离明火。

天然气。家里使用的天然气主

要成分是甲烷，遇到明火就会燃烧。

天然气在空气中的含量达到一定程

度后会让人窒息。使用天然气时，要

注意开窗通风；用气不离人，用完

后也要及时关闭灶具开

关、阀门；天然气不能和

其他燃料，如瓶装液化

气、煤等一起使用。

此外，还有一

些容易被忽视的

日常用品也属于

易燃易爆危险品

范畴。比如，高度白

酒、啫喱水、指甲

油等。对于这些易

燃易爆危化品，须

选择避光存放，

如放置在柜子

里等阴凉处，尽

量不要放在阳

台、灶台等可

以接触明火

或者静电火

花、阳光照

射的地方，

以免自燃。

（综合）

很多日用品须远离明火

 春季出游易过敏、蚊虫多
怎么办？

春菜
吃前先焯水

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

春天人们对健康有很多期待，比

如希望通过饮食达到养生目的，

其中“千金难买春来泄”是最流行

的饮食谚语之一。意思是，春天是

减脂排毒的大好时机。从现代营

养学角度分析，由于冬天比较冷，

人们往往吃得多动得少，使得摄

入的能量多于消耗的，导致脂肪

在体内堆积。到了春天，到处一派

生机，很适合户外运动，把身上的

肥肉“甩掉”，因此，趁春天减肥，

有一定道理。

对于“排毒”的说法，则缺乏

科学依据，它并非现代医学中的

概念。所谓的“毒素”，其实是我

们人体组织细胞的正常代谢产物

（比如二氧化碳、尿素、尿酸等），

它们随着血液循环，运输到肺、

肾、皮肤等特定器官，最终被排出

体外，而不会给身体带来伤害。这

个过程时时刻刻都在进行，而不

会导致“毒素”积攒了一个冬季。

也不需要借助什么特殊食物，或

其他方法将其排出体外。也就是

说，我们人体有完善的排毒系统，

不需要刻意排毒，更不需要趁着

春天排毒。网上所谓的饮食排毒

法，比如通过喝果汁进行排毒，是

没有可靠证据支持的。有些人认为，喝完

果汁出现腹泻，就是排毒，其实，这种腹泻

很可能是果汁本身的卫生问题，或是发生

了不耐受等原因所致。也有人坚持喝一段

时间果汁后，自我感觉体重变轻了，整个

人也变轻松了，就认为是排毒了，其实很

可能是因为果汁热量低，拿它代替正常饮

食，导致摄入的能量少于消耗的，结果就

帮助减肥了。然而，这种减肥方法会导致

蛋白质、铁等营养素摄入不足，容易引起

营养不良。更值得注意的是，蛋白质供应

长期缺乏，身体中的蛋白质代谢就会出现

“负氮平衡”，人的基础代谢率将会明显下

降，容易形成“易胖难瘦”的体质，以后即

便少吃，也很难瘦下去，而稍微多吃一点

就会发胖。

要想减肥，饮食上要做到以下几点 ：

1. 主食粗细搭配。相较白米、白面，粗杂粮

中含更多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矿物质、

以及酚类等植物化学物，不仅营养素密度

高，还有助控制体重。每天应吃谷薯类食

物 250-400 克，其中全谷物（如全麦粉、整

粒的燕麦）和杂豆类（如绿豆、红豆）50-

150 克，薯类（如红薯、土豆）50-100 克。

2. 每天一斤菜半斤水果。它们富含膳食纤

维，饱腹感强，有助减少能量摄入。3. 补

足蛋白质。建议每天喝半斤到 1 斤牛奶或

酸奶，吃 1 两低脂肪的肉，再加 1 份少油

烹调的豆腐/鱼/蛋。4.远离“营养垃圾”

的食品，如各种零食、甜饮料、冷饮等，它

们含有大量脂肪、淀粉和糖，而帮助人体

“燃烧”糖和脂肪的维生素、矿物质含量却

很低，蛋白质也很少。           （综合）

春
天
靠
吃
来
泄
排
不
了
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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