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维生素D有益人体骨骼和肌肉健康，
缺乏维生素D会增加患佝偻病和骨质疏松
症等疾病的风险，而鸡蛋是维生素D的天
然来源。如何让鸡蛋含有更多维生素D？
德国研究人员提出一个新方法：让母鸡多
晒“日光浴”。

多晒太阳有助人体产生维生素 D，但
要满足人体所需，有时还需通过食用鱼或
鸡蛋等来补充。为此，德国哈雷－维滕贝
格大学研究人员希望寻找到一种在食物中
增加维生素D的方法，他们选择了鸡蛋作
为研究对象。

为刺激母鸡体内产生维生素 D，进而
增加鸡蛋中维生素D的含量，研究人员在
鸡舍中使用了人工“日光浴”——紫外线
灯。在每天 6 小时的紫外线照射下，鸡蛋
中的维生素 D 含量在 3 周后增加了 3 到 4
倍，不过在接下来几周内，这个数值没有进
一步增加。

研究还发现，额外增加的紫外线光照
并没有给母鸡带来任何明显问题，它们既
没有避开紫外线灯照射区域，也没有出现
任何特殊行为。研究人员说，实验表明这
种让母鸡晒“日光浴”的方法可以在普通鸡

舍中实施。相关研究结果已发表在美国
《家禽科学》杂志上。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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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族如何护肤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家住咸安青龙

社区的市民小唐想咨询，自己上班需要长期面对电
脑，该如何护肤？

青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医务工作人员提醒，
电脑族每天至少1-2次的彻底清洁肌肤是非常必要
的。无论是哪一种肤质，每天早、晚都要彻底做好面
部清洁工作。假如用过隔离、防晒、彩妆等，就应该
先卸妆，再清洁皮肤。每周做２次清洁面膜。选择
适合自己的洁面产品进行深层清洁，有助于收缩毛
孔。

电脑族下班回家，先使用卸妆产品卸妆之后，先
使用温水湿脸，接着使用洁面产品彻底清洗肌肤，将
静电吸附的灰尘彻底清洗干净，再涂上护肤品，可减
少色斑的产生。

建议电脑族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加湿器，改善环
境，让肌肤处于一个相对温度的状态。在每天的护肤
步骤中加入补水精华，让补水效果更加明显。

电脑族下班后可以敷黄瓜。黄瓜有润肤的作用，
可给肌肤补充所需水分，并提高肌肤的修复能力，减
少黑色素的形成，将黄瓜切片，贴在肌肤上，即可有效
舒缓受损肌肤。

电脑族可以多喝绿茶。茶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
素A原，被人体吸收后，能迅速转化为维生素A。维
生素A不但能合成视紫红质，还能使眼睛在暗光下看
东西更清楚，因此，绿茶不但能消除电脑辐射的危
害。还可以抗氧化去黄气，有效改变脸色暗黄的肤
质，有助美颜和健康。

如何缓解肩周炎疼痛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家住咸安中心花

坛社区的市民林爹爹想咨询，该如缓解肩周炎疼痛？
中心花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医务工作人员

提醒，肩关节疼痛是肩周炎常见症状，大多数患者早
期会出现肩关节疼痛的症状。即便是夏季，居民日常
也要做好肩关节的保暖工作，避免肩关节受寒，否则
会加重疼痛感。

经常喝热姜茶能加快血液循环，并且具有舒缓疼
痛的感觉，可以将体内的湿气和寒气排出体外，缓解
颈肩疼痛感。肩周炎患者睡觉时，可以用枕头垫在疼
痛的肩部，使肩部有一个较为宽松舒服的位置。

坚持做颈肩操，颈肩操具有疏通经络的作用，能
缓解肌肉僵直的问题，可以起到促进血液循环的作
用。例如身体面对着一堵墙，手指贴向墙面，一点点
的平形上移，坚持1-2个月，肩部疼痛便可得到缓
解。

随着电脑的普及和网络的发达，越来越多的人坐
在屏幕前敲打键盘，使肩周炎病症的发生大大增加。
建议上班族经常站起来走走，让身体不断变换姿势，
使血液循环畅通无阻。饮食上要注意，少吃生冷食
物，尤其是冷饮。多吃暖胃易消化食物。病情较严重
的患者，可以考虑专业的中医针灸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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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D究竟是何方神圣
近日国外一项研究显示，服用维生素D补充剂有助于

降低癌症患者死亡风险。消息一出，立刻引起人们对维生

素D的新一轮关注。

原本维生素D就是现代人的“宠儿”，因为它与钙片的

携手合作能协助保护肌肉及骨骼。关于它的利弊研究似

乎从来没有间断过。不得不说，在维生素家族中，维生素

D挺“事儿”。例如，维生素D有时可以促进钙吸收，有时

却又促使钙分解，而且对于维生素D的推荐摄入量，至今

没有统一标准。那么，维生素D究竟是何方神圣，我们应

该如何更好地利用它？

人类对于维生素D的研究由来已
久。德国人阿道夫·温道斯因为研究
胆固醇的组成及其与维生素的关系，
并发现维生素D，而获得了1928年的
诺贝尔化学奖。

维生素D是一种类固醇激素（脂
溶性维生素），主要成分是VD2（麦角
钙化醇）和VD3（胆钙化醇）。人体皮
下储存有从胆固醇生成的7-脱氢胆
固醇，受紫外线（主要是中波紫外线
UVB）照射后，可转变为维生素D。
所以，过去也有“阳光即是维生素”之
说。人体对于维生素D的获取为多元
途径，比如，食物摄取、日晒生成、补充
剂摄入等。但其中，90%的维生素D

都是通过阳光照射合成的，经食物摄
取的仅占到10%。

对于维生素D，有一种众所周知
的说法，它可促进钙的吸收。但经过
多年研究，与其说维生素D促进钙的
吸收，倒不如说是维持血液中钙的平
衡。

这是怎么回事呢？当人体血钙浓
度较低时，维生素D诱导甲状旁腺素
分泌，将其释放至肾及骨细胞。在血
钙浓度较高时，维生素D又刺激甲状
腺C细胞，产生降钙素，阻止钙从骨中
动员出来，并促使钙及磷从尿中排
出。所以，维生素D既可促进钙吸收，
也可促进骨骼中的钙分解，维持平衡。

1.有时促钙吸收有时却促钙分解

前面提到的“维生素D补充剂有
助于降低癌症患者死亡风险”的研究
结果，来自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及密
歇根州赫尔利医疗中心。该研究涉及
平均年龄68岁的7.9万人，随访至少
3年。研究人员分析服用维生素D补
充剂的10项随机试验数据后发现，服
用维生素D补充剂不能降低患癌症的
风险，但服用者死于癌症的风险会降
低13%。项目牵头人塔里克·海卡尔
称研究的关键信息是——维生素D可
能有益于癌症患者。

不过，这项研究没有揭示服用维
生素D补充剂降低癌症死亡风险的原
因。研究人员推测，这或许因为维生
素D有助于改善免疫系统功能，阻止
肿瘤细胞生长。

维生素D与癌症之间有什么联
系？这项研究也很难说清楚。毕竟研
究对象服用维生素D的时间不够长，
患癌也并非一夜之间的事，病发过程
可长达20至25年。

但此前的确有一些研究提示，缺
乏维生素D与某些癌症之间存在某
种关联性，如结肠癌、乳腺癌、肺癌和
膀胱癌等，补充维生素D可降低人们
患这些癌症的风险。其中，具有大数
据证明力的一项研究是，2016年美
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医学院的加兰

德团队提出，较高水平的维生素D，
特别是血清中的25-羟维生素D浓
度较高，与相应的癌症风险降低有
关。

加兰德等人首先确认了血液中维
生素D的主要形式是25-羟维生素
D，同时基于对一组1169名女性的随
机临床试验和一组1135名女性的前
瞻性队列研究，获得了人体血液中维
生素D浓度与癌症的关系。其研究表
明，随着血液中25-羟维生素D浓度
的增加，癌症发病率在下降。与每毫
升血液中只有 20毫微克（或更少）
25-羟维生素D的女性相比，每毫升
血液中为40毫微克25-羟维生素D
的女性患癌风险降低了67%，同时癌
症的死亡风险也降低了。

不过，加兰德团队的研究也不能
解释为何血液中25-羟维生素D浓度
增高会大大减少癌症发病风险和死亡
风险，只是推荐一般人群将血液中
25-羟维生素D浓度提高到至少每毫
升40毫微克，这时，可以达到降低癌
症发病率和死亡率的目的。

2.额外补充能降低哪些患癌风险

种种研究结果的出炉，让维生素D受到
人类的青睐。既然它有如此重要的功能和作
用，专业人员大多倾向于鼓励人们补充维生
素D，尤其是合成制剂。但是，关于维生素D
的摄入量，一直有争议。

2010年，美国医学研究所推荐，在正常
成年人（19岁至70岁）中，血液中的维生素D
浓度应当为每毫升20毫微克，相当于每天服
用600国际单位（15微克）的维生素D。如果
血液中维生素D水平低于每毫升12毫微克，
就表明维生素D缺乏。

其他研究机构则认为，人血液中的维生
素D还应提高浓度才称得上正常，有的甚至
推荐每毫升50毫微克。

加兰德团队基于维生素D与癌症的研

究，认为每毫升血液的维生素D浓度应为40
毫微克（相当于每天服用1200国际单位，即
30微克维生素D），才能降低一些癌症的发
病率和死亡率。这显然又与上述推荐值不
同。

此后，有更多的研究人员认为，成人每
天服用800-1000国际单位（20-25微克）
的维生素D最为合适，70岁以上的老人、怀
孕或哺乳期妇女则需要更多。这也意味着
血液中维生素D浓度应当至少为每毫升30
毫微克。

我们国家也有自己的推荐值。《中国居
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中建议，出生至
10岁每天摄入400国际单位（10微克），11
岁至49岁每天摄入200国际单位（5微克），
超过 50 岁每天摄入 400 国际单位（10 微
克）。

以上可以看出，维生素D的摄入量不仅
有争议，世界范围内也没有达成统一的推荐
标准。只是研究人员普遍认为，血液中维生
素D浓度超过每毫升125毫微克会产生副作
用。

文艺复兴时期的药物学家帕拉萨尔苏
斯曾说，所有东西都带有毒性，只是剂量的
多少决定它是否成为毒药。现在，由于补
充维生素D并没有明确统一推荐剂量，也
使得很多人在是否补充维生素D上举棋不
定。

研究有待深入，这里我们可以给出一些
科学合理的建议。如果你能正常吃饭，包括
蔬菜、水果、鱼蛋、肉制品和豆制品，每周晒两
次太阳，每次5分钟至30分钟，就足以合成
人体所需要的维生素D。正常情况下，我们
没有必要特意去补充维生素D。除非是特殊
群体，如孕妇和老年人，可以遵医嘱服用合理
剂量的维生素D补充剂。不过，由于维生素
D是脂溶性的维生素，注意不要空腹吃，吃饭
时或饭后吃效果会更好。

3.推荐摄入量尚未达成共识

在近期热播的禁毒电视剧《破冰行
动》中，出现了醉酒后服用某品牌感冒灵
颗粒的情节。“感冒灵颗粒能解酒”“我每
次醉酒后都喝”……在视频网站播放该
剧时，弹幕中出现了一些这样的评论。
有不少患者问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
我们不妨从成分、药效、用药安全等方面
进行分析。

感冒灵颗粒并非中成药

首先，我们来看看感冒灵颗粒是一
种什么药。从名称上看，感冒灵颗粒像
是中成药，但从成分上看，它并不是单纯
的中成药，而是一个中西药复方制剂。
也就是说，感冒灵颗粒在配方里有西药
成分。

根据国家药监局的药品标准，感冒
灵颗粒的组方为三叉苦、金盏银盘、野菊
花、岗梅、咖啡因、对乙酰氨基酚、马来酸
氯苯那敏、薄荷油。功效为解热镇痛，用
于感冒引起的头痛、发热、鼻塞、流涕、咽
痛。其中，对乙酰氨基酚是常见的退烧
止痛西药，也叫作扑热息痛。而马来酸
氯苯那敏是常见的抗过敏西药，也叫作
扑尔敏。

由此可见，感冒灵颗粒成分并不简
单，不是随便可以服用的，至少要注意其
中的成分会不会与别的药物或酒类发生
相互反应。那么，饮酒以后可不可以服用
感冒灵颗粒？关于电视剧弹幕中的评论

又有没有道理呢？

醉酒者别用来“缓解”头痛

有人提出，喝酒后出现头晕、头痛等
不适表现，可以用感冒灵颗粒来“缓解”。

从药效角度来讲，感冒灵颗粒似乎具
有这样的作用。除了对乙酰氨基酚可以
缓解头痛之外，三叉苦、金盏银盘、野菊花
等成分都有清热解毒燥湿的功效，可用于
感冒、黄疸等病证，对于肝胆湿热具有改
善作用。从传统中医理论看，酒乃湿热。
所以，清热解毒燥湿的中药，多少具有一
定的解酒作用。如此说来，感冒灵颗粒可
能具有一定的缓解酒后头痛的作用。

但是，在生活中选择药物不能只看有
没有效，还需要看是否安全。有很多西药
是不可以与酒一起服用的，包括能够引起
双硫仑样反应的头孢呋辛、头孢哌酮、甲
硝唑等，也包括对乙酰氨基酚、马来酸氯
苯那敏等药。

酒精会通过减慢代谢而增加对乙酰氨
基酚的毒性，也会增强马来酸氯苯那敏的
镇静作用，属于需要密切监测的相互作
用。当然，这种毒副作用的强弱程度会因
饮酒量、服药量、间隔时间和个体差异而不
同。但是，对于已经达到醉酒程度的人，还
是应该尽可能避免服用感冒灵颗粒。

感冒患者饮酒后不能服用

有人问，如果本就感冒了，但恰巧又

喝了酒，那么还能服用感冒灵颗粒吗？
这种情况，同样存在对乙酰氨基酚与

乙醇发生相互作用的隐患，所以如此用药
也是不合理的。而且，这种情况会更加危
险。因为感冒灵颗粒的服用方法是一天
3次，连续服用多次以后，其中的西药成
分（对乙酰氨基酚和马来酸氯苯那敏）的
累积摄入量较多，更容易与乙醇发生相互
作用。所以，在感冒的情况下，患者首先
应避免饮酒，尤其是醉酒，更不要在醉酒
后立刻服用感冒药。

总之，我们需要记住，感冒灵颗粒与
乙醇会发生相互作用。长期服用类似感
冒药、大量饮酒、有酒精代谢障碍的人，更
应注意用药与饮酒的安全。

(本报综合)

别把感冒灵颗粒当“解酒”药

年轻人过度增肌
有饮食失调风险

健身应有度。美国研究人员提醒，年轻人在健身
时过度增肌可能面临饮食失调风险，严重时甚至可能
导致心力衰竭。

日前发表在《国际进食障碍杂志》上的这项研究
说，一些年轻人为了增肌遵循严格的食谱、避免摄入
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强迫自己过度训练并极度关注体
型，这可能会导致“肌肉导向型饮食失调”，极端情况
下会因为热量不足和过度运动导致心力衰竭。此外，
这种失调还与社交障碍及抑郁相关。

研究人员以14891名年龄在11岁至18岁的美国
青少年为对象，进行了为期7年的跟踪调查。结果发
现，大约22%的男性和5%的女性表现出这种饮食失
调现象。这些人为了增肌，大量或非正常饮食，或服
用膳食补充剂、合成代谢类固醇等。

研究第一作者、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青少
年和年轻人医学部博士贾森·永田说，膳食补充剂是
监管的盲区，极端情形下可能造成肝肾损伤，而合成
代谢类固醇等激素在短期和长期都会导致健康问题，
例如睾丸萎缩、发育不良和心脏疾病等。增肌的人多
以增进健康为目的，因此增肌导致的饮食失调不像神
经性厌食症等那么容易被发现。

(本报综合)

想增强镇痛药效果？
试试听音乐

美国研究人员发现，服用镇痛药期间听莫扎特音
乐，或可增强镇痛效果，有助减少用药量。

犹他大学卫生中心开展两项小鼠试验。第一项
试验中的小鼠承受类似炎症痛的疼痛，第二项试验小
鼠承受手术痛苦。研究人员在两项试验中各使用16
只小鼠，把它们平均分为两组，让一组在服镇痛药的
21天内每天听三次莫扎特音乐，每次听三个小时，让
另一组只能听到环境噪声。

试验显示，听音乐能明显增强药物镇痛效果。其
中，布洛芬配合音乐能将炎症痛小鼠疼痛反应减少
93%，而单独服用布洛芬仅能将疼痛反应减少70%；
大麻二酚和甘丙肽类似物分别配合音乐治疗能使炎
症痛小鼠消肿21%和9%。

研究人员在瑞士《神经学前沿》杂志网站刊载的
文章中写道，他们播放的莫扎特作品由音乐专业人员
筛选和排序，为节奏、乐句、和弦流畅的音乐。如果试
验结果同样适用于人类，也许今后人们服用镇痛药期
间只要打开手机按特定的播放列表欣赏音乐，就能减
少药量以及因此产生的毒副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