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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红绿灯】

绿灯

红灯

在使用电动牙刷的过程中，
为避免牙膏飞溅， 打开电源前，
就要将牙膏挤在刷头上 。 刷牙
时， 刷头从门牙开始适度来回拉
动， 待牙膏起泡后， 再打开电动
开关， 从门牙开始向后牙移动牙
刷 ， 并保证刷到每颗牙齿及牙
面， 时间以3~5分钟为宜。

晚餐可以用来补充一天饮食
不足， “查漏补缺”。 比如外卖
里绿叶菜比较少， 晚餐就可以增
加绿叶菜比例； 白天没吃肉， 晚
上可以吃一些瘦肉或禽肉， 以及
鱼虾等脂肪含量低的肉； 白天没
吃粗粮， 晚上可用薯类或者粗粮
粥替代主食。

好的蒸汽眼罩选材都采用医
用级材料， 摸上去柔软舒适， 没
有毛糙感， 没有刺激性气味。 眼
罩只是起到一个理疗的作用， 没
必要购买成分复杂昂贵的 。 最
后， 要注意蒸汽眼罩的佩戴时间
以15~20分钟为宜， 每周3~4次，
若过度热敷， 会使眼睛充血， 反
而不利于护眼。

熬夜除了对身体不好， 对情
绪的影响也十分明显， 有些人熬
夜后次日若被迫早起， 会烦躁、
易怒、 爱发无名火等情绪。 就算
白天在黑暗的环境中补觉， 虽然
阻断了光照， 但与生物钟固有的
节律是不同步的。 睡眠可以部分
补偿， 但与睡眠同步的那些功能
却未必能够补偿。

晚餐吃点白天没吃的

长期熬夜脾气越来越差

电动牙刷起泡后开电源

蒸汽眼罩选不好反伤眼

专家教您选购放心生活用纸

本色纸比白纸更健康环
保吗？

近几年市场上比较流行的
“本色纸”， 它的颜色比较深， 包
装上往往标注着一些 “原生浆、
不漂白、 植物纤维” 等字样。 这
种纸和我们平时常见的白色生活
用纸在标准指标的设置、 使用性
能、 安全性上有哪些区别呢？

纸张呈现不同的颜色是由于
生产环节采用不同的制浆和漂白
工艺。 国内主流白色生活用纸大
多采用无元素氯漂白工艺制成，
不添加荧光增白剂、 滑石粉等有
害物质； 本色生活用纸则是通过
机械、 化学机械或纯化学的方式
处理原料， 采用相对环保的漂白
剂 （如氧气、 臭氧） 对纸浆进行
半漂处理， 或不进行漂白， 使纸
浆色相呈相对稳定且悦目的浅黄
色。 而彩色纸是在生产过程中经
染色形成的。

卫生纸国标允许使用回收的
纸张印刷品 、 印刷白纸边作原
料 ， 而 本 色 纸 行 业 标 准 要 求
100%使用本色原生纤维浆。

卫生纸掉毛、 掉粉现象
是怎么回事？

我国卫生纸国家标准中规
定， 卫生纸不得有明显的掉粉、
掉毛现象。

纸张掉毛掉粉现象严重， 很
可能是添加了过多填料导致的，
对人体健康可能造成一定的安全
隐患。

湿巾类商品在选择上要
注意什么？

湿纸巾中的液体的含量一般
占到60%以上， 含量过低湿纸巾
会感觉比较干， 相反， 含量过高
会感觉太湿， 用起来不方便。 湿
巾通过添加不同的物质， 从而具
备不同的功能 ， 例如保湿 、 护

肤、 清洁等。
消费者选购时要根据自身需

求选购， 同时也注意身体肤质是
不是对某种物质敏感， 避免选购
含有过敏成分的湿巾。

经过漂白的纸安全吗？

目前， 我们使用的绝大多数
白色生活用纸是安全的。 我国绝
大多数生活用纸企业都是购买漂
白商品纸浆作为原料， 漂白过程
是在制浆厂完成的。 漂白产生的
少量有害物质存在于废水之中，
废水经过处理达到排放标准后才
允许排放。 漂白后的纸浆要经过
洗涤过程， 所以有害物质在最终
产品中的残留非常之少， 不足以
造成危害， 就像自来水的消毒剂
残留一样不会对人构成危害。

此外， 目前绝大多数制浆厂
使用的是全无氯漂白或无元素氯
漂白 ， 不会造成水体的AOX污
染 ， 更不会造成产品的健康危
害， 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市市场监管部门提示：

消费者在选购时应尽量选用
大中型企业的知名品牌产品， 并
检查包装是否完好。

正规的纸品包装上一般会注
明纸巾纸张所使用的纤维原材
料， 最好选用原生木浆， 看起来
比较细腻、 摸起来手感更舒服，
不会出现掉毛情况； 纸巾纸也不
是越白越好， 国家标准对纸巾纸
白度规定为80%至90%， 呈自然
的象牙白色。

此外， 中外人群的体格存在
差异 ， 有 些 国 外 进 口 的 纸 尿
裤 、 卫生巾产品并不适用于国
内， 还得结合性能体验购买； 如
果属于易过敏体质， 尽量不要用
湿巾擦拭脸部； 尽量不要用湿巾
伤口消毒， 或者擦拭水果代替清
洗水果。

给宝宝选择湿巾的时候尽量
选择婴幼儿专用的。

近几年比较流行的脱脂牛
奶， 成了绝大多数注重健康的人
选择的牛奶品种。脱脂牛奶，顾名
思义其中的脂肪含量很少， 甚至
是能够低于0.5%， 如果是每百毫
升的普通鲜牛奶来看， 其中的脂
肪含量大约是3.5克。 可脱脂牛奶
真的适合所有人吗？答案是未必。

脱脂牛奶对健康人群没必要

给大家举一个实际例子来
看， 一份普通的全脂牛奶中， 有
脂肪的成分， 也有可以让人吸收
的脂溶性维生素 ， 如维生素D、
维生素E、 维生素A。 这是因为
这些脂溶性维生素的特点， 就是
可以溶解在脂肪里面。

如果没有了脂肪变成了脱脂
牛奶， 这些脂溶性维生素几乎也
就没有了。 对于身体健康以及并
不需要限制脂肪的人来说， 这样
的举措反而得不偿失。

两类人应该喝脱脂牛奶

真正需要脱脂牛奶的人， 则

是以下这两类人群。
患高血脂症的人
患高血脂症的人， 往往是体

内血脂处于升高的状态。 虽然牛
奶中的脂肪含量不是很高， 但为
了自己的健康考虑， 再加上除了
牛奶以外 ， 还要食用其他的食
物。 当天摄入的脂肪含量难免容
易超标， 在这种情况下， 就可以
选择脱脂牛奶。

超重的人
超重的人是指BMI指数超过

了25， 在这样的身体状态下， 为
了避免体内积攒更多的脂肪， 对
身体健康不利， 在选择牛奶的时
候， 就要选择脱脂牛奶， 或者是
脂肪含量较低的低脂牛奶， 养生
的效果会比较好。

（张耀文）

更健康？

卫生纸的好坏、 清洁与否， 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身
体健康。 现如今生活用纸也不再是千篇一律的白色，
货架上蓝色、 粉色、 黄色的纸种类繁多， 但不少消费
者对这些彩色纸心存疑虑。 到底哪种纸更环保、 哪种
纸更健康、 不同用途应该如何选择不同品类的纸呢？
记者采访了市市场监管部门相关专家， 教您如何选购
放心的生活用纸。

哪些因素会导致跑步伤膝盖

没有进行热身
跑步之前， 没有进行热身运

动， 身体的关节、 肌肉等都没有
活动开就去运动， 会容易导致膝
关节韧带拉伤； 而且没有充分的
热身， 会导致膝关节不能分泌足
够的润滑成分， 在跑步时膝盖磨
损严重。

跑步姿势不正确
每个人跑步的姿势都是不同

的 ， 在跑步过程像步伐跨度过
大、 脚外八跑等姿势比较容易增
加对膝盖软骨的磨损， 使膝关节
承受更大的压力， 长期下来对膝
盖伤害是很大的。

跑鞋不合适
一些人在跑步时还是穿的拖

鞋、皮鞋甚至是高跟鞋，会给膝盖
造成很大的冲击， 增加对膝关节
的压力，导致膝关节受到损伤。

运动强度过大
运动强度过大， 超出自身能

承受的范围 ， 会使得身体的关
节、 肌肉、 韧带等超负荷运转，
膝盖也会更容易受到伤害。

场地不合适
在硬水泥地， 或是凹凸不平

的山地跑步时， 弹性差， 对膝盖
的冲击力是很大的， 是很容易导
致膝盖受伤， 出现跑步后膝盖疼
等现象。

怎么做避免跑步伤膝盖

跑步前做好充足的热身， 将
身体的各个关节、 肌肉部位都活
动开来， 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运
动伤害 。 一般热身时间在5-10
分钟左右， 扭扭膝关节、 压腿、
高抬腿等动作都是可以做的。

跑步时要选择合脚的跑鞋，
不要穿不适合的鞋子去跑步； 跑
步最好是能在塑胶操场或是土质
等弹性较好一些的场地上进行为
好， 能缓解一些对膝盖的压力。

跑步的正确姿势要掌握好，
用错误的姿势跑步不仅没有锻炼
效果，还会导致膝盖等部位受伤。

跑步要控制好运动量， 最好
不要超过自身能承受的范围， 一
周跑3~4次即可， 每次时间在1小
时以内为好。

（陈娜）

怎样跑步不伤膝关节

跑步是很受欢迎的一种健身运动， 它的运动量适中， 健身效果
好， 有一定减肥瘦身的作用。 一般情况下， 正确跑步不会伤膝盖， 但
是不科学的跑步， 像跑步姿势不对、 跑步强度过大、 用力过度等对膝
盖伤害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怎么跑步才不伤膝盖呢？

脱脂牛奶养生效果好？

健康人群没必要喝脱脂牛奶

本色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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