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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品的概念是伴随人
们生活质量改善而来的，反映
了人们对自身健康有更多的
关注。

据中国保健协会此前调
查数据显示，中国每年保健品
的销售额约 2000 亿元，其中
老年人消费占了五成以上。

在保健品发展迅速、监管
不足的情况下，消费者应怎样
选择？美国人的心态可以给
我们一点启示：对多数美国人
而言，他们很明确一点，就是
保健品非药品，不能治病。在
此基础上，美国人一方面相信
保健品并非都是“骗子”，像维

生素、矿物质、氨基酸、抗氧化
剂等“膳食补充剂”，对特定人
群来说的确是人体需要的营
养成分。它们的意义在于：如
果你不能做到饮食全面均衡，
以至于缺乏某些微量营养成
分，那么“补充”这些东西确实
有助健康。另一方面，美国
人也在反思对保健品的态
度。美国癌症研究协会营养
教育主任波尔克认为，健康而
均衡的饮食，比吃任何保健品
都来得有效。保健品营养再
丰富，也比不过天然食品所含
的数千种营养元素。

(本报综合)

保健品代替不了健康生活

日前，被称为“百亿保健帝国”的权健集团
被立案侦查，公司实际控制人束某某等人被批
准逮捕。权健事件揭开保健品营销乱象。新华
社报道称，当前保健食品商标虚假标识行为严
重，肆意夸大功能。专家提醒，面对保健品的宣
传，消费者切记：保健品只是食品，不能治病。

打呼噜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以往有调
查显示，仅北京朝阳区的居民中就有3成以上睡觉时打呼
噜，但是，差不多一半人依然认为打呼噜不是病，很多人误
以为打呼噜是因为“睡得香”，只要不是在公众场合就无所
谓。其实打呼噜也是病，打呼噜有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综
合征的一个表现，而最近的一个研究又发现，即使还未被
诊断为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打呼噜也会造成心脏功能的
早期损害，还会增加心肌梗死的风险。

就在去年有英国学者发现，无论是已经确诊了睡眠呼吸
暂停综合征，还是没被确诊但睡觉还打呼噜的人，他们的左
心室质量跟不打呼噜的人群相比均显著增大，这意味着心脏
主要泵血的左心室壁增厚了，心脏的工作更加困难，心脏功
能受到了损害，而且，这个改变在女性身上更为明显。

我国的医学科研工作者在2014年也发表过相关的研
究，他们对比观察了2909位首次因急性心肌梗死入院的患
者和2947位无心血管疾病者，研究发现，每晚都鼾声大作
的人与安静睡觉的人相比，心梗风险增加将近8成。而每
周睡觉时打鼾多于3次的人，心肌梗死发生风险是睡觉安
静者的2.7倍。

有问有答

打呼噜为什么会导致心肌梗死？

严重打呼噜时，呼吸反复停止，造成血液中氧气含量
显著减少，引起全身组织细胞缺氧。组织缺氧后，身体最
直接的变化是血液中的“氧气搬运工”——红细胞的数量
明显增加，血管里的红细胞如同道路上的车辆一样，车辆多
了道路就容易堵塞，血管里面也一样。另外，频繁缺氧也会
导致血管壁损伤，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引发心肌梗死。

是不是所有打呼噜都是病态呢？

并不是。如果鼾声均匀，可以随着睡眠体位改变而改
变，常在疲劳、烟酒过度或患有感冒时出现或者加重，这样
的打呼噜医学上称为良性打鼾，不是病态。若是睡眠过程
鼾声不规律，并且有呼吸暂停、憋气、夜尿增多，晨起头痛、
口干，白天嗜睡明显等症状时，就要考虑可能是睡眠呼吸
暂停综合征。应该尽快到医院就诊。

严重的打呼噜将损害心脏功能，并且增加心肌梗死的
风险。提醒大家要重视打呼噜的危害，警惕睡眠呼吸暂停
综合征，早发现、早治疗、早获益。 (本报综合)

别以为这是“睡得香”

打呼噜可能打出心梗

jian kang jiao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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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最近，家
住温泉城区的刘女士感觉鼻子奇痒、喷
嚏不断，喷嚏之后还伴随着大量的清水
样鼻涕。开始，她以为是感冒了，便买了
些感冒药吃，后来一直没有好，来到医院
一查才知道，自己患的不是感冒，而是季
节过敏性鼻炎。

市中心医院耳鼻喉科相关负责人
介绍，季节过敏性鼻炎与感冒有着明
显的区别，冬季气候干燥，空气湿度相
对较小，浮尘较多，各种花草种子、植物
果实的花粉、粉尘等过敏介质飘散快，
再加上冷空气的刺激，鼻腔极易受到外
来刺激物的影响，导致季节过敏性鼻炎
发作。季节过敏性鼻炎主要表现为打
喷嚏、流鼻涕、鼻塞、鼻子发痒等鼻部
症状；而感冒患者则见鼻粘膜急性充

血，有血丝分布，常伴有发热、咽痛等
症状。

感冒治疗只要对症下药就可以了，
但季节过敏性鼻炎，应注意避免冷空气、
过敏原对鼻腔的刺激。此外，坚持做耐
寒训练也很重要。比如每天清晨可用冷
水洗脸，同时用生理盐水洗鼻，将鼻腔内
的污物清洗干净，保持鼻腔清洁、湿润，
还可增强鼻腔的耐寒抗病能力。

最后，专家提醒，季节过敏性鼻炎如
果治疗不当，很容易引发过敏性哮喘等疾
病，所以冬季出现打喷嚏、鼻塞等症状时，
应及时到医院就
诊。鼻炎患者一定
要到正规的医疗机
构诊治，同时做好
日常的防护工作。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寒冬季
节，心肌梗塞成了不少患者易发的病症之
一。近日，家住咸安阳光社区的董爹爹想
咨询，如何正确预防心梗？

阳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心梗又叫急性心肌梗死，是一种
急性及严重的心脏状态。其成因是部分
心肌的血液循环突然全部中断，心肌因无
法得到足够氧气而导致的损伤。其症状
是不同程度的胸痛不适，也可能会转变为
身体其他部分的不适。心肌梗死可能会
造成心脏衰竭、心律不整、心因性休克及

心搏停止。
大部分的心肌

梗死是因为冠状动
脉疾病所造成。危
险因素包括高血

压、熬夜、抽烟、糖尿病、缺乏运动、肥胖
症、高胆固醇血症、营养不良、摄取过量酒
精等。

居民日常工作生活要做到精神放松，
适度锻炼，不要搬抬过重的物品。不要在
饱餐或饥饿的情况下洗澡，水温最好与体
温相当。

冠心病较严重的病人应在他人帮助
下进行洗澡。气候恶劣时，冠心病病人要
注意保暖，或适当加服扩冠药物进行保
护。

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要暴饮暴食，勿
食红肉（例如猪肉、牛肉等）、精致调味品，
戒烟酒咖啡。可以适当补充维生素E、硒和
铜、钙及镁、胆碱、卵磷脂及肌醇等营养
素。同时，多吃水溶性的食物纤维，例如大
麦、豆类、糙米、水果、葡萄糖甘露醇等。

如何区分感冒和鼻炎 如何预防心梗

平时吃葡萄被我们吐掉的
葡萄籽，近年来被制成各种葡
萄籽保健品卖得火热。商家宣
称其提取物能抗癌、抗氧化、延
缓衰老。小小葡萄籽真有这么
多功效吗？

先说抗癌，葡萄籽提取物
抑制癌细胞的实验数据不少，
但结论前提都写得很明确——

“体外实验能够抑制癌细胞”。
浙江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系教
授李铎解释说，“体外实验”只
能说明可以针对特定癌细胞进
行进一步研究，目前还没有任
何证据证明葡萄籽提取物能够
在体内抑制癌细胞。

再说抗氧化，中国医科大
学航空总医院临床营养科营养
师张田表示，葡萄籽中的原花
青素是一种天然的低毒性抗氧
化剂，可降低细胞内游离氧自
由基，改善细胞氧化应激状
况。“长期吃这类保健食品有一
定抗氧化作用，但没有宣传中
说的那么神。”张田坦言。

实际上，原花青素广泛存
在于植物的皮、壳、籽中，比如
葡萄籽、苹果皮、花生皮、蔓越
莓中。张田说，正常人保持均
衡的饮食就行。无论何种营养
素，在人体内过多或过少都不
好。

葡萄籽可以抗癌、抗氧化？
市结核病防治院

结核病防控走进监狱
本报讯 通讯员徐江红、徐巧报道：近日，市结核病防

治院走进监狱，通过疫情处置，传染源得到有效控制，潜在
感染者得到筛查，结核病防控知识、技术、政策得到普及，
在监狱这一禁区筑起一道健康防火墙。

近日，接咸宁监狱病犯监区通报，发现2例新发结核病
患者，同时在对某同监区在押人员进行X线筛查时，又发
现5例可疑者，请求技术支持。

警情就是军令状，疫情就是集结号。市结防院立即响
应，当天下午就派流行病学及临床诊疗专家一行3人进入
病犯监区参加集体会诊和流行病学调查；此后再次组织预
防组、筛查组、流调组一行7人深入发生此次疫情的监区开
展密切接触者结核病PPD筛查，采集相关信息；几天后筛
查组一行4人进入监区观测PPD筛查结果；接着健康教育
专家1人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到监区行政楼为民警干部授
课，就监狱场所结核病防控知识、防控策略开展针对性的
健康教育培训；最后再次派2名健康教育专家通过监狱多
媒体系统开展对全监区在押人员的健康教育培训工作。

上世纪90年代初，人们发
现法国人日常饮食中常有高脂
肪高胆固醇的食物，但心血管
疾病发病率却相对较低。于是
推测，葡萄酒中的白藜芦醇在
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自此，
白藜芦醇便被商家宣传为具有

“抗衰老、可预防心血管疾病”
等效果的“神药”。

四川省人民医院药学部主
管药师边原曾对媒体表示，白
藜芦醇所谓的抗氧化功效还未
经人体试验证实，“在动物试验
和体外细胞试验中，科学家确
实发现白藜芦醇有一些抗癌、

延寿作用，然而要说白藜芦醇
‘对人有用’还为时过早。”

2014年，科学家对人体摄
入白藜芦醇的水平及各种慢性
病导致的总死亡率进行研究分
析，结果发现，膳食摄入白藜芦
醇和长寿、炎症、癌症以及心血
管健康并没有明显相关性。

中国营养学会营养与保健
食品分会副主任委员孙桂菊介
绍说，我国批准的保健食品的
27种功能中并没有“软化血
管”“抗衰老”这两项功能，因此
不可轻信号称具有这些功能的
保健食品。

白藜芦醇能预防心血管疾病？

胶原蛋白是一种蛋白质，是
皮肤保持张力和弹性的“秘密武
器”。遗憾的是，随着年龄增长，
胶原蛋白的合成会逐渐减少，皮
肤也会跟着起皱、变松弛。于
是，人们试图通过口服胶原蛋白
类保健品向皮肤皱纹宣战。

其实，胶原蛋白很难被人体
直接吸收。此前有研究指出，水
解胶原蛋白更易被人体吸收，比
如胶原蛋白肽，它的氨基酸链较
短、结构小。“从理论上讲，小分
子肽类比未水解的蛋白质更易
被吸收。”孙桂菊说。

那么，口服水解胶原蛋白
究竟能否改善皮肤状态呢？“这
很难明确回答‘是’或‘否’，因
为生命科学本身就非常复杂。
以一款药为例，对这个人有效，
未必对另一个人有效。”孙桂菊

强调。
抛开“吸收”问题，是否有必

要服用胶原蛋白类保健食品本
身就值得考量。张田指出：“胶
原蛋白属于非优质蛋白。”尽管
有研究称，胶原蛋白的美容功效
在小鼠等动物身上得到验证，但
人体和这些动物不可等同。

更重要的是，皮肤的总体情
况取决于机体的整体营养状况
及外界环境等因素，不是仅靠吃
胶原蛋白就能解决问题。“维生
素C是合成胶原蛋白的重要元
素。”张田表示，营养的消化吸收
存在木桶效应，如果其他营养
元素缺乏，服用胶原蛋白的效
果也不会好。实际上，公认的
护肤“圣经”是做好防晒，防止
紫外线损伤皮肤造成胶原蛋白
的断裂。

胶原蛋白让皮肤更有弹性？

无论如何，有一点毫无疑
问：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治
病。遇到声称能治病的保健食
品，可以断定为骗子无疑。孙桂
菊强调，要理性对待保健品，明
确保健品是食品，不是药品，不
以治疗为目的。“很多人问我保
健食品有什么用，我会反问‘你
希望它有什么用’？如果把它当
成药品，当然就没有用了。”孙桂
菊表示。

“如果饮食均衡，其实没有
太大必要服用保健食品。”张田

说，想要调节机体功能可以适当
服用保健品，但要保证产品正
规，且按推荐剂量吃。此外，要
关注保健食品中的成分及含量，
防止服用的营养素有重叠造成
某种营养素过剩。

通过感知身体或精神状
况，或者去医院营养科做评估，
可以判断身体缺乏何种营养
素。张田建议，购买保健食品
时要认准保健食品批号，选择
大品牌，带有蓝帽子标志的通
常比较靠谱。

保健食品并不以治疗为目的

如今，人们对精神愉悦和心理健康
的追求越来越迫切。与此同时，有不少
人被心理问题困扰或者身患精神心理障
碍，却因不知晓或惧于治疗，而没能得到
恰当、充分的帮助或医疗。那么，出现精
神心理方面的问题，该去精神科门诊、心
理门诊求治还是到心理咨询机构求助
呢？

首先，我国目前的精神卫生非住院
服务体系包括两大类别：一是医疗系统
的“心理门诊”“心身科门诊”或“精神科
门诊”，主要针对精神心理障碍，里面的
服务者被称为“精神科医生”或“心理医
生”，拥有处方权，做药物治疗、心理治
疗、物理治疗或者综合运用上述治疗措
施。另一个是心理咨询机构的“心理咨

询”，主要针对一般心理障碍或成长问
题，多是位于教育机构的心理咨询中心、
社会上的心理咨询机构，一些综合医院
或精神科专科医院也提供部分该类服
务。我国《精神卫生法》规定，心理咨询
师没有诊断权，他们不能诊断个体是否
患有抑郁症或者其他精神类疾病，不具
备开药的权力。

如果患有精神心理障碍，如何选择
求治路径？

一般来说，如果患上精神心理障碍，
导致精神痛苦，不能自理生活，明显不能
遵守社会规则，或者工作学习和操持家
务的能力受损，一般要到精神科门诊或
者心理科门诊就诊，接受药物治疗、物理
治疗或合并心理治疗，在社会功能恢复

时，辅助心理咨询。
理论上，精神科门诊和心理科门诊

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称呼不同。一
般而言，我国综合医院的精神科门诊，多
称为“心理门诊”或“心身科门诊”，和精
神专科医院的心理门诊一起，治疗不具
有精神病性症状（即没有幻觉、妄想）或
者社会功能受损不严重、有主动求治需
求的患者；而专科医院精神科门诊主要
面对具有严重精神障碍、社会功能严重
受损和不能认知到自我患病的个体。

简而言之，如果个体出现精神心理
问题，建议先去精神科或者心理科相关
门诊就诊。若明确了达到精神心理障碍
的程度，则遵照医嘱系统治疗，合适的时
候配合心理咨询。如果明确没有达到精

神心理障碍的标准，则可在心理咨询机
构寻求进一步帮助。

对精神心理疾病而言，有人担心，一
旦踏入“精神病院”，就再也出不来了，因
此讳疾忌医，坚决拒绝精神科门诊或者
心理门诊。事实果真如此吗？当然不
是。首先，精神心理障碍是一种疾病，不
必讳疾忌医。目前认为，精神心理疾病
是神经系统生化、功能病变的结果。任
何疾病，都有发生、发展和治愈或恶化的
过程。如抑郁症首次发病需要6-9个月
治疗，惊恐障碍则需要12-24个月。具
体疗程要和接诊医生沟通，那些笼统认
为“终身治疗”的观点过于简单粗暴，讳
疾忌医更要不得。

(本报综合)

心理门诊还是精神科门诊，如何选？

我市口腔医学会学术年会召开

口腔名医汇聚话“口福”
本报讯 记者夏咸芳、通讯员徐兰燕报道：1月12日

至13日，2018年咸宁市医学会口腔学分会学术年会在市
中心医院举行。会议由咸宁口腔医学会主办，市中心医
院、湖北科技学院口腔医院承办。来自我市各县市区及武
汉的百余名口腔同仁齐聚咸宁，共襄盛会。

会议旨在进一步增强我市口腔医学学术大会的影响
力和凝聚力，加强区域内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共同提高口
腔诊疗水平，推动我市口腔医学事业的发展。会上，来自
武汉大学口腔医院副院长程勇教授、武汉大学口腔医院副
教授叶翁三杰博士、武汉大学口腔医院吴中兴博士、湖北
省口腔医学会秘书长李四群、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预防科
主任杜民权教授、武汉大学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科主任彭彬
教授、武汉同济医院口腔种植中心主任曹颖光教授、市中
心医院口腔科主任张一兵教授、湖北科技学院口腔医院院
长许炎标分别现场讲授了《影像学在种植学科中的应用》、
《微创前美牙修复》、《隐形矫正的临床应用》、《窝沟封闭的
标准操作规范》、《前牙种植美学修复的临床操作与思考》、
《即刻种植的临床考量》、《面部骨骼整形》、《根管预备并发
症原因及对策》、《特殊黏膜病诊疗规范》，为与会人员奉上
了一场跨学科、多层次的学术交流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