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睡觉时， 长发是散着还是绑
着？

很多长头发的女士， 虽然平
时会把头发扎起来， 但是睡觉的
时候却习惯性散开， 一方面是觉
得扎在一起的辫子会硌着脑袋或
者脖子， 另外一方面是觉得散着
头发睡觉 ， 感觉更放松 、 更舒
服。 可实际上， 披着头发睡觉会
增大头发和枕巾的接触面积， 增
大摩擦。 往往睡觉的时候感觉舒
服， 醒来一看， 却会发现枕头上
都是掉落的头发。 所以建议睡前
用皮筋松松地扎一下头发， 或者
换成真丝的枕巾以减少摩擦。

烫发会导致脱发？
其实， 已经长出来的头发是

没有生命的， 可以任由你的 “宰
割”， 所以烫发不会直接导致脱
发， 只有损害到毛囊才会脱发。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肆意地洗剪
吹， 因为过度的烫染会让毛发的
毛鳞片受到损伤， 头发直接变成

“稻草”。
头发洗得越频繁， 脱发越严

重？
这个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干

性发质头皮出油少， 洗得太勤，
一挠头就和 “下雪” 一样头皮屑
满天飞， 所以干性发质的人可以
两到三天洗一次， 洗头发时要使
用温水； 油性发质的人一天洗一
次也没有问题， 但至少保证两天
洗一次 ， 不然藏了好几天的油
腻 、 污垢堆积在头皮上堵塞毛
囊， 更易脱发。 还会让本就稀少
的头发紧贴头皮， 看起来显得更
秃。

如果是既出油， 又有头皮屑
的人 ， 可能还会长出好多小疙
瘩， 那就是头皮出现了类似皮肤
炎的问题。 这个时候， 为了让头
皮保持健康状态， 可以选择用植
物类的洗发水以及深层清洁头皮
的产品。 但如果头皮炎症问题很
严重， 还是应该尽快就医。

□本报记者 陈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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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节奏加快， 快
捷方便的自热食品逐渐得到普
及， 适应于 “一人食”、 外出旅
游等多种消费需求。

自热食品是一种方便食品，
不依赖常见的明火等加热方式，
仅需用凉水与包装中自热包反应
产生热量， 即可实现对食品进行
复热。常见的自热食品有火锅、米
饭、粥类、米线(米粉)、汤类等。

自热包原料多以镁粉 、 铁
粉、 铝粉、 生石灰等为主， 与水
反应放热时会产生少量氢气。 如
多人同时大量使用自热食品， 应
选择空气流通好的食用场所。 有
的消费者会在旅途中选用自热食
品， 但应遵守相关规定， 确保旅
途安全。

消费者在选购自热食品时，
要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 观
察包装盒体、 袋体是否完整无破
损； 不要购买标签信息不全的产
品。

在食用自热食品前， 如发现
自热包有露粉等现象， 就不要使
用。 加热时， 应严格按照自热食
品说明书步骤进行操作。 应使用

凉水与自热包反应， 如添加热水
或者开水， 容易因反应过快， 导
致自热包剧烈膨胀， 甚至破裂；
在加热时， 应确保外包装上的透
气孔或排气孔通畅， 以免因蒸汽
压力过大导致外包装突然开裂，
发生烫伤等危险； 使用自热食品
时， 应将其放置在隔热垫上进行
加热， 不要放在玻璃、 塑料等台
面上， 以免发生危险。

同时，要看护好儿童，在加热
过程中尽量避免触摸外包装，待
自热包不再反应， 食品降至适宜
温度后再食用，以免烫伤。

另外 ， 作为方便食品的一
员， 自热食品营养搭配相对较单
一， 不宜长期食用， 消费者应根
据自身身体状况合理选择膳食。

（刘畅）

【健康红绿灯】

绿灯

红灯

深色蔬菜都富含胡萝卜素，
这类营养素在体内可以转化为护
眼明星———维生素A， 有助保护
视力。 深色蔬菜中还含有维生素
C、 植物化学物、 矿物质等有益
视力健康的物质 ， 特别是深黄
色、 深绿色、 红色的蔬菜， 它们
富含叶黄素、 玉米黄素、 花青素
等活性物质， 也有助护眼， 比如
西红柿、 南瓜、 菠菜、 芥蓝、 菜
花、 油菜、 青椒等。

骑车被称为 “黄金有氧运
动”， 它能提高人体的心肺耐力、
下肢肌肉力量、 协调性、 平衡能
力， 还能减轻压力。 不过， 研究
发现， 骑车时间过久会增加男性
患前列腺癌风险。 男性每次骑行
时间应控制在1小时左右， 如果
超过这个时间， 就每骑半小时停
下来一下， 推车走5分钟再继续
骑。

血液检查中需要空腹的项目
包括：空腹血糖、肝功能、肾功能、
电解质、血脂、各种感染标志物、
肿瘤标志物、激素水平等。 《静脉
血液标本采集指南》指出，空腹采
血宜安排在上午7:00-9:00，要求
至少禁食8小时，以12-14小时为
宜，但不建议超过16小时。

吃苹果可以去除嘴里的蒜味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

“三措施”共筑校园食品安全

·广告·

多吃深色蔬菜能护眼

男性骑车别超1小时

空腹抽血禁食不超16小时

小炒过后的蒜泥闻起来诱
人， 可一旦入口， 难闻味道就挥
之不去。 大蒜的气味主要来自蒜
氨酶作用下被分解出的硫化物，
酚类化合物氧化后和硫化物结
合， 可以形成没有气味或是有香
味的物质。 苹果是酚类物质含量
比较高的一种水果， 可以帮你快
速去除嘴里的蒜味 。 此外 ， 香
蕉、 牛油果等水果效果也不错。

自热食品会有爆炸风险?????
食用自热食品
请注意这几点

早卧早起 养成生活好习惯

专家表示， 头发的好坏， 需
要靠好的生活习惯来塑造。

中医认为， 头发的好坏与气
血有关 。 现代职场人 ， 深夜加
班、 熬夜刷手机、 追剧、 打游戏
的情况非常普遍。 长期熬夜， 容
易气血不足 ， 导致肝肾功能不
佳， 影响身体内分泌系统， 加重
脱发。 “人卧则血归于肝”， 只
有保证充足的睡眠 ， 气血旺盛
了， 才有利于头发健康。 所以要
尽量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 不熬
夜或者少熬夜。

较好的作息时间 ， 具体来
说， 宜 “早卧早起， 与鸡俱兴”。
“早卧” 大概就是晚上9到10点入
睡， 以养 “收” 气； “早起” 就
是大概早上6、 7点起床， 使肺气
得舒。

初秋来临， 很多人首先想到
的是 “贴秋膘”， 大肘子、 红烧
肉、 火锅， 想想就香， 可这些食
物往往是高热量、 高油脂、 高辣
度的食物。 满足味蕾的同时， 却
会导致一个问题， 那就是油脂分
泌旺盛。 其结果就是毛孔堵塞，
从而影响到毛发的生长。

除了睡和吃， 还要勤运动。
秋季本属于萧杀之季， 在五脏为
肺， 在五行属 “金”。 金旺克木，
肝属木， 肝气容易郁结， 情绪容
易低落， 所以我们要保持健康乐
观的心态， 多与自然亲近。 秋季
户外风景迷人， 很多人会选择爬

山、 郊游等户外运动， 但是注意
不要做剧烈运动， 因为易引起出
汗， 身体容易变凉。 可以做一些
舒缓的项目， 如散步、 体操或者
打太极等。

缩短洗发周期 减少烫染次数

进入秋季， 气温逐渐下降，
空气变得干燥。 很多人都有这样
的经验 ， 或者用梳子梳完头发
后， 头发产生静电； 或者因为干
枯、 分叉的头发互相纠缠， 无法
顺利地 “一梳到底”， 稍一用力，
头发就永远地留在了梳子上。

秋季气温下降， 头皮下的血
液循环和代谢能力会变慢， 这直
接影响发根的健康。 当头皮干燥
时， 毛囊会萎缩， 头发就容易脱
落。 建议易脱发的人群可以缩短
洗发的周期， 选用保湿类型的洗
护产品。

很多人都有烫染头发的经
历， 尤其是女士。 有的是追求潮
流， 主动变换造型， 有的则是遇

到了追求 “完美” 的Tony老师，
被狂轰滥炸般的推荐下， 改变了
初衷。 可不管是什么原因一定要
记住， 尽量减少烫染的次数。

头发就和我们的皮肤一样，

也需要细心呵护。 过度烫染会对
头发造成损害， 类似毛鳞片的侵
蚀、 缺损， 发丝内部的营养也会
流失， 失去光泽和韧性， 变得干
枯易断。

放松心情 保持乐观心态

现代人工作生活压力大……
使得神经功能紊乱， 毛细血管持
续处于收缩状态， 毛囊无法获得
充足的营养， 也会影响到头发的
营养供应， 造成脱发。

当出现脱发情况后， 一定要
给予足够的重视， 但同时要学会
放松心情，规律生活，让自己的身
心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调理， 这样
改善脱发的效果才能事半功倍。

建议大家在平时保持乐观开
朗的心态， 劳逸结合， 遇到脱发
的情况后不要盲目恐慌， 一定要
及时查明原因， 对症解决。

其实， 引起脱发的原因有很
多， 比如营养不良、 遗传因素、
内分泌障碍、 其它伤害等。 如果
通过自己的调节， 脱发情况不仅
没有得到改善， 而且还进一步加
重了， 可以到专业机构进行咨询
和治疗， 以免延误病情。

金秋时节开学季， 学校的食
品安全最为牵动家长的心。 丰台
区市场监管局东高地街道所执法
人员深入学校开展校园食品安全
检查， 确保师生吃上 “放心餐”。

全面督导， 狠抓责任落实。
执法人员要求各学校严格落实食
品安全校长负责制， 并且按照有
关规定对食堂食品安全进行全面
自查自改， 及时发现并消除食品
安全风险隐患。

重点检查，细化流程要求。执
法人员对学校食堂食品从购入到
供餐全流程进行了细查。 同时深
入食堂后厨，对食堂的设施设备、
加工环境、食品留样、清洗消毒、
人员管理等关键环节进行全面检
查，指导工作人员对就餐、加工、
储存等场所进行清理、消毒。

随机问答， 考核业务知识。
执法人员对餐厅的厨师、 服务员
等进行随机问答， 从索证索票 、

进货查验记录到食品加工操作规
范到餐饮具洗消要求进行询问，
确保每一位工作人员知识清楚、
操作规范。

目前， 东高地所已完成对辖
区全部中小学校、 幼儿园食堂的
检查， 下一步， 将继续高频次地
跟踪监督检查校园食堂、 校园周
边食品经营户， 进一步压实经营
主体责任， 力求风险隐患排查到
位，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依法
进行查处， 督促整改到位， 切实
为广大师生饮食安全保驾护航。

（张琴）

关注“头顶大事”
小心“秃”然来袭

都说秋天是收获的
季节， 可是对于发量不
多、易脱发的人来说，秋
天也可能是个容易失去
秀发的季节。 为了防止
“秃”然而至 ，我们采访
了生发护发专家李毅 ，
来给大家讲讲秋季如何
养发、护发。

减少脱发 避免误区
小小贴贴士士

声

明

爱心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北京监管局批准， 2021年8月12日换发 《保险许可证》。

机构编码： 000224���许可证流水号： 00001223
业务范围： 普通型保险 （包括人寿保险和年金保险）； 健康保

险； 意外伤害保险； 分红型保险； 万能型保险； 上述业务的再保
险业务； 国家法律、 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 经保险监督
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人身保险业务。

机构住所： 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东街65号院主楼北座2号楼1
层 102、 103、 104， 15层 1501、 1502、 1503、 1505、 1506， 17层
1701、 1702、 1703、 1704、 1705、 1706

法定代表人： 张延苓 电话： 010-68881231
2021年9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