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盐是百味之首冶袁没有盐袁再好的厨师也

做不出美味的菜肴遥 随着我们身边的美味越

来越多袁盐过量带来的健康风险也越来越大遥
过多的盐渊钠盐冤会升高血压袁而高血压

是发生心脏病和中风的首要危险因素遥 同时袁
高钠饮食是食管癌尧胃癌尧脑卒中尧心血管病尧
高血压等疾病的高危因素遥 世界上大多数人
都吃盐太多袁而中国是野重灾区冶遥 世界卫生组

织和中国营养学会都推荐每日食盐摄入量不

要超过 5克袁而据最新调查袁中国人的人均食
盐摄入量超过了 10克袁是推荐量的两倍遥

少吃盐袁应该成为健康共识袁而下面几类

人更要少吃盐遥

1尧经常头疼的人
有最新研究让受试者分别食用高盐尧中

盐尧低盐的饮食各 30天袁结果发现袁每天吃 8
克盐的人比那些吃 4克盐的人头疼次数多 1/

3以上遥 想想你突然头疼的经历袁是不是那天
的菜盐放多了钥

2尧容易水肿的人

人体内的水分滞留情况和钠的摄入密切
相关遥 有研究表明袁钠的摄入量过多会引起水
肿尧头疼尧腹胀等一系列症状遥 尤其对女性来

说袁月经前几天袁情况会更加明显遥
3尧肠胃不好的人

摄入大量含盐量高的食物会使胃里保护
性黏液的黏度降低袁 从而降低它对胃壁的保

护作用袁使胃壁更容易受到伤害袁导致胃病的

发生遥 长期大量摄入高盐量的食物也会增加
患胃癌的风险遥

4尧皮肤差的人

由于渗透压的作用袁当摄入大量盐以后袁
身体中的水分会减少袁 排出身体的水分会增

加袁从而会导致皮肤缺水袁不利于保湿遥

5尧慢性咽炎的人

过量的盐会导致咽喉黏液增加袁使嗓子更

加浑浊不清遥 咽喉经常发炎或者患有咳嗽的

人袁一定要减少盐的摄入遥 包括瓜子尧油炸花
生等表面含有大量盐的坚果炒货也要少吃遥

6尧肾病和高血压患者

肾脏是钠排出体内的必经通道袁盐分摄入
过量会加重肾脏的负担遥 而过量钠也会引起

高血压遥 因此袁肾脏不好的人尧高血压患者都

要少吃盐遥

7尧骨质疏松的人

有句话说得好院野少吃盐等于多补钙遥 冶当

盐分摄入量过多的时候袁身体会努力把多余的

钠排出袁但同时也会增加尿钙的排出量遥 这会
加重骨质疏松遥

那么问题来了袁我们炒菜时控制不住自己

颤抖的双手袁到底该怎么减盐呢钥
烹饪和准备食物时袁少放盐袁同时减少使

用咸的酱料和调味品渊如酱油尧汤料或鱼露冤遥
做菜的时候袁适当使用酸味调料袁增加你

对咸味的敏感度遥 同时少用甜味调料袁因为甜
味会掩盖咸味遥

最后放咸味调料遥 这样调料能停留在食

物表面袁减少用量遥
避免食用含盐量高的零食袁尽量选择新鲜

的健康零食而不是加工食品遥
使用罐装或干燥的蔬菜尧坚果和水果时袁

选择不添加盐和糖的品种遥
不在餐桌上摆放盐和咸的调味品袁避免养

成添加它们的习惯遥
阅读食品包装上的营养标签袁选择钠含量

低的产品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这 7类人尤其要少吃盐

野给我一份信任袁还你一个无与伦比瘦瘦的你遥
这里有营养顾问一对一耶私人订制爷瘦身套餐袁助你
疏通经络尧排毒降脂尧极速瘦身噎噎冶兜售套餐的是

一个以普通食品和保健品冒充特效减肥产品实施
诈骗的犯罪团伙袁受骗女性近 1000 人袁遍及全国各

地袁涉案金额超过 1000万元遥
近日袁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分局在野飓风冶

专项行动中袁一举打掉这个企业化运作尧非法销售

野减肥产品冶的电信网络诈骗团伙袁抓获团伙成员 55
人袁缴获涉案单据尧手机尧电脑以及伪劣产品一批遥

野减肥套餐冶吃坏身子

2020年 8月底袁女子小璐渊化名冤向海珠警方报

案称遭遇减肥诈骗院野那些产品根本不像他们说的
没副作用袁能快速减肥袁我吃了两个星期袁差不多天
天拉肚子尧呕东西袁身上没一点力气袁脑子都迟钝了

噎噎冶
民警询问得知袁当年 8 月初袁小璐经一位网友

介绍袁加入了一个减肥聊天群遥 看着群里野姐妹冶们
大秀魔鬼身材袁分享使用某品牌减肥套餐的极速瘦

身经历袁小璐心动了遥
她加了群里一个网名为野王某冶的野减肥达人冶

为好友袁并在对方的介绍下袁购买了价值 2000 多元
的野闪某瘦身茶冶等减肥套餐袁套餐中包括减肥代
餐尧饮品以及降脂降压的中成药等遥 经过几天的试

用袁小璐感觉效果不佳遥 对此袁对方的解释是袁因为

小璐没有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进行科学全面的评估袁
购买的产品缺乏针对性遥 对方强烈建议她与公司的
营养顾问对接袁 让营养顾问进行专业评估指导袁一

对一野私人订制冶适合她体质的产品套餐遥
小璐因此又添加了自称某健康管理中心营养

顾问的野梁先生冶为好友遥 经过一番网络野问诊冶袁野梁
顾问冶告诉小璐袁其体质寒湿尧体内垃圾多尧脉络堵

塞尧代谢缓慢袁导致脂肪分解酶缺乏袁容易形成脂肪

堆积袁需要进行系统调理遥
在野梁顾问冶的推荐下袁小璐又先后购买使用了

多个不同的减肥套餐产品遥 短短半个月内袁她累计
花费 5 万多元袁结果非但没有瘦成魔鬼身材袁反而

造成腹痛尧腹泻尧呕吐尧嗜睡尧反应迟钝等严重不良
反应遥

销售公司大门紧闭
接到报案后袁 海珠警方首先对全市范围内的同类警情进行综合分

析袁陆续找到了多位有着同样遭遇的女士遥 这些女士都是在一个网名为

野王某冶的野减肥达人冶推荐下开始接触上述减肥产品遥
同时袁民警也通过相关职能部门和专业机构袁对这些野减肥产品冶进

行检测鉴定袁结果是这些产品大多为普通食品袁没有任何减肥功效袁其

中一些保健品需要在专业指导下使用袁否则将对健康造成伤害遥
对此袁海珠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袁依托智慧新警务展开全面侦查遥

相关线索均指向佛山市桂城的 3间公司遥 这 3间公司的实际注册人和

经营者分别为林某和龙某袁 公司业务范围为提供健康咨询以及食品销

售袁并不具备销售药品和保健品的资质遥 3间公司的员工约 50人左右袁
每间公司平时都大门紧闭袁前台人员不允许非公司人员进入遥 不过袁里

面却不时传出电话铃声以及推销产品尧接受咨询的通话声遥
经过近 3个月的缜密侦查袁在掌握确凿证据后袁海珠警方专案组于

2020年 12月 28日果断实施收网袁一举抓获林某尧龙某尧王某尧卜某等公

司骨干以及成员 55人袁缴获作案手机和电脑共 130余部尧服务器 3台袁
以及大量的诈骗野话术冶剧本遥

经审讯袁 林某等犯罪嫌疑人相继供述了其作案事实遥 团伙成员交

代袁他们出售的野减肥产品冶并没有减肥功效袁且由于成本低廉袁非法获
利能达到成本的 10倍以上遥

流水线式生产骗局

随着调查的深入袁警方进一步查明了这一诈骗团伙的组织架构尧运

作流程及作案手法遥
据办案民警介绍袁该团伙组织严密尧分工明确遥 林某和龙某分别注

册一间合法公司袁担任经理和法定代表人袁是团伙的核心遥 其他骨干成

员作为部门经理袁分别负责推广引流尧人事培训尧财务管理和销售等遥员
工被分别编为线上推广团队尧电话营销团队和健康管理中心团队袁每个

团队会根据人数和需要进行分组袁小组之间环环相扣袁既互相竞争袁又

互相配合遥
整个团伙如同一套完整的流水线袁批量生产骗局遥 该团伙成员首先

将含有二维码尧网址链接的广告投放到网络上袁进行推广引流袁接着便

将获取的客户信息推送给线上推广团队遥 之后团队成员便会使用虚构

的野减肥达人冶网络身份袁按照野话术冶剧本套路客户袁推销产品遥
最后袁 电话营销团队和健康管理中心团队会根据线上推广团队的

反馈袁再按照野话术冶剧本有针对性地与客户联系袁以野营养顾问冶的身份

打消客户对产品的质疑袁 让客户误以为是自身原因才导致减肥效果不

好袁进而听从野营养顾问冶的建议袁继续高价购买个性化野私人订制冶套

餐遥
经审查袁海珠警方对林某等 55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遥 截至

目前袁海珠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其中 46名犯罪嫌疑人依法批

准逮捕遥
警方提醒袁 消费者应科学制定饮食和锻炼方案袁 切勿轻信广告推

销袁一旦发现上当受骗袁应及时报案袁并保存好相关证据袁以便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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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埃迪斯科文大学营养研究所
和迪肯大学体育活动与营养学研究所科研

人员发现袁食用富含硝酸盐渊主要来自蔬菜冤
饮食的人袁其下肢肌肉功能明显改善,表明每

天吃绿叶蔬菜就能增强肌肉功能遥
为考察习惯性的膳食硝酸盐摄入量是

否与肌肉功能有关袁以及这种关系是否取决

于体力活动水平袁研究人员从贝克心脏与糖
尿病研究所主持的 野澳大利亚人糖尿病尧肥

胖及生活方式研究冶 中选取了 3759名参与
者渊女性占 56%袁平均年龄为 48.6岁冤袁对他

们进行长达 12年的跟踪调查遥 分析结果显

示袁与硝酸盐摄入量处于最低 1/3的人相比袁
硝酸盐摄入量处于最高 1/3的人群下肢肌肉

力量渊表现为腿部的力量冤明显高出 11%袁步
行速度渊起立要行走测试冤也比前者快 4%遥
富含硝酸盐的蔬菜袁如生菜尧菠菜尧甘蓝甚至

甜菜根袁提供了最大的健康益处遥
发表在叶营养学杂志曳上的这项研究成

果袁揭示了饮食在整体健康中起作用的重要
证据遥 为优化肌肉功能袁建议把食用富含绿

叶蔬菜的均衡饮食和定期锻炼 渊如力量训
练冤结合起来袁以获得更理想的效果遥

渊源自叶生命时报曳冤

多吃绿叶菜，腿有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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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语有云院野背者袁胸中之府冶遥 在叶素问窑金匮真言论曳
中不仅有野病在肺袁俞在肩背冶一说曰叶灵枢窑本脏篇曳中也有

野好肩背厚者肺坚袁肩背薄者肺脆冶的记载遥 而且袁中医按

摩尧拔罐尧刮痧尧捏脊尧督脉灸等许多治疗方法都在背部进

行遥
春季是阳气升发的季节袁背部是人体阳气循行的最大

通道袁只要保养好背部袁就能给身体滋生能量袁让你全年

野不遭罪冶遥
疏通背部有益气息运行

河南省中医院肺病科副主任赵润扬介绍袁 背为阳袁腹
为阴袁人体背部分布的基本都是人体的阳经袁脊柱更是主

一身阳气的督脉所在遥督脉与六阳经有联系袁称为野阳经之

海冶袁统摄一身之阳遥
督脉处于脊柱中央袁两旁是足太阳膀胱经袁人体五脏

六腑相关的穴位渊如心尧肝尧脾尧肺尧肾的俞穴冤都在背部袁经

常激发疏通背部袁有益气息运行尧血脉流畅袁可以舒筋活

血尧振奋阳气尧强心益肾袁进而滋养全身器官袁增强人体生
命活力遥
背部有许多祛病保健的重要穴位遥 以大椎穴为例袁在此

处艾灸和拔罐可治疗风寒尧风热尧阳虚等感冒症状袁还能振

奋一身阳气袁防止寒邪入侵遥 对于长期低头伏案工作的人袁
经常按摩此处能有效缓解颈部肌肉酸痛带来的颈部肌肉强

直尧僵硬等不适症状袁还能缓解脑供血不足遥
在背部主要的俞穴拔罐尧刮痧袁可促进血液循环尧疏通

经络遥 对于小儿来说袁捏脊则具有促进气血流行尧经络通畅尧
神气安定尧调和脏腑的作用遥 在临床上袁这种方法也常用于
治疗食欲不振尧消化不良尧腹泻尧失眠及小儿疳积尧感冒尧发

烧等症状袁也可用于遗尿及脾胃虚弱患儿的调理遥
那么袁平时应如何对背部进行养护呢钥 赵润扬为大家介

绍了一些注意事项院背的寒暖与脏腑功能息息相关袁平时穿
衣服要注意保暖尧随时加减曰避风晒背能暖背通阳尧增强体

质曰捶背可舒经活血尧振奋阳气尧强心益肾袁自我捶打时应握

空心拳袁要快慢适中且用力均匀曰洗澡时搓背可防治感冒尧
腰背酸痛尧胸闷尧腹胀袁但用力不宜过猛袁以免搓伤皮肤曰撞背

可提升阳气尧调节内脏袁使全身气血通畅袁改善身体虚弱的

情况袁但要注意用力适度曰借艾火的热力和药力可温热性刺

激背部袁通过经络传导调节脏腑的阴阳平衡遥
日常养背四法应对小症状

对于一些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症状袁 也可通过背部养
护来处理遥
咳嗽可用生姜汁擦背遥 孩子一到初春就容易咳嗽袁让很

多父母犯愁遥 河南省中医院治未病科副主任医师吕沛宛表

示袁风寒咳嗽很容易判断袁典型症状就是流清水鼻涕尧咳痰

清稀尧痰白稀薄尧舌苔白遥此时可用生姜汁擦背遥具体方法是

生姜榨汁后袁与温水用 1颐1的比例袁擦孩子上背部周围皮肤遥
背部的肺俞穴尧大椎穴尧风门穴等穴位有补益肺气尧宣

散风寒的作用袁姜则可以温肺化饮(稀为饮袁稠为痰袁孩子多

为饮)袁因此用生姜汁擦背可温宣肺气尧疏散风寒遥 如背部皮
肤发红袁孩子哭闹袁要及时用温水擦干净遥
擦背频率可视孩子背部皮肤反应而定袁至少三天一次遥

如果擦一次就好了袁就不用再擦遥 需要注意的是袁每次结事

后都要用温开水清洗干净孩子的背遥 为安全起见袁此方法一
岁以后的孩子可用遥
春困可在后背刮刮痧遥 俗话说野春困秋乏夏打盹冶袁不少

人会在春季时感到头胀身重尧无精打采袁有的还伴有脘满腹

胀尧食欲不振或大便稀烂等症状遥 广东省佛山市中医院针灸
科蔡少萍提出袁此时不妨用刮痧板刮刮背遥

因为督脉主一身之阳气袁膀胱经包含了如肺俞尧心俞尧
脾俞尧肝俞尧肾俞等可调节人体五脏六腑的诸多穴位袁是人
体抵御外邪的重要屏障袁 而且还掌握着人体最大的排毒通

道袁故刮背部穴位既可排毒袁又可振奋体内阳气袁提高机体
免疫力遥

刮拭前要先在背部皮肤表面涂一层润肤霜袁 先刮位于

后背正中线的督脉袁再刮督脉旁开 1.5寸的两侧膀胱经遥 刮

痧时袁刮板与皮肤倾斜 45度左右袁从上至下以轻柔适度的

力量刮拭袁直到刮出痧疹遥 注意不要过分追求出疹效果遥 如

果刮不出痧袁很可能患者本身气血不足袁不能透痧遥 刮痧后

可补充一杯温开水袁以促进代谢废物的排出袁切记 3个小时

内别洗澡遥
护心可常按揉后颈部遥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针灸科主

任医师刘明提出袁 心脏不好的人在大风降温时一定要少出

门遥 因为人体若是长时间经受后部吹袭来的冷风袁 轻则感
冒尧头痛尧眩晕尧鼻塞袁重则诱发心脏病等多种疾病遥
颈背部有 3个穴位院风府(在后正中线督脉上袁正坐时头

微向前倾袁入后发际上一寸处)袁风池(大约在耳后与风府穴

连线中点)袁风门(在背部袁第二胸椎棘突下袁旁开 1.5寸处)袁常
按摩尧揉搓尧温暖这三个穴位袁可以防治颈部受凉尧减少疾病

发生遥
建议采用三种法保护这些穴位袁即常常揉搓尧按摩后颈

部袁围个围脖保暖袁或将炒米糠放在背心部袁吸取体内寒气袁
改善微循环袁疏通经络遥
疲劳可用热水冲背遥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男科主

任郭军表示袁对于职场人士来说袁经常因神经紧绷而感觉特
别累袁可在洗澡时多用热水冲后背进行缓解遥
因为脊柱两旁的太阳膀胱经络袁 与五脏六腑的关系是

野肝胆相照冶遥 用热水冲后背袁可加速血液循环速度尧通畅血

脉袁滋养全身的脏器遥
冲洗后还可用一块热毛巾擦拭颈部和胸椎部袁 也能舒

缓局部紧张尧痉挛的肌肉和软组织袁缓解失眠症状遥 擦拭前

将毛巾浸于温水中袁稍微拧干袁在背部正中线(即脊柱及脊柱
两旁)擦拭袁重点擦拭颈椎尧胸椎两个部分袁自上而下反复揉

擦 5分钟左右袁用力以感觉舒适为度袁擦至局部发红为止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春季养好背让你全年“不遭罪”

野我不知道孩子什么过敏啊冶袁野以前查过过
敏原袁一大堆袁也不知道怎么预防冶袁野曾经查过

说是鸡蛋尧牛奶过敏袁这两年都没有给他吃鸡蛋
和牛奶冶噎噎野春天天气很好袁可孩子一到公园

就打喷嚏尧流鼻涕袁有时还咳嗽尧气喘噎噎冶
阳光明媚尧气候宜人的春天袁却也是过敏的

高发季袁鼻炎尧结膜炎尧荨麻疹等过敏反应袁让不

少人苦不堪言遥 尤其是当儿童出现过敏时袁很多

家长会显得不知所措袁 盲目服用抗过敏药也容
易对孩子的健康造成潜在威胁遥 儿童过敏后应

该如何应对钥儿童春季过敏又该如何预防钥为此

记者采访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段红梅教

授遥
过敏原因及症状

野本身是过敏体质袁更容易发生过敏遥 此外

过敏多具有耶遗传性爷袁过敏体质的爸妈们就要
当心了袁因为宝宝很大可能会野继承了冶你们的

过敏体质遥 冶段红梅表示遥
此外段红梅指出袁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接触

了过敏原袁 过敏原按接触类型一般包括吸入性

过敏原与食入性过敏原遥
春季过敏原很多袁例如空气中散布的花粉尧

絮状物等都是常见的过敏原袁 很容易引起儿童
皮肤过敏袁甚至咳嗽尧哮喘等遥 事实上袁吸入性过

敏原广泛存在自然界中袁 常见的有螨尧 植物花
粉尧屋尘尧霉菌尧蟑螂尧蚕丝尧动物毛皮尧羽毛尧烟

草等遥
此外日常生活中袁 有的儿童会对某些食物

过敏袁 常见的食入性过敏原主要是一些食物蛋
白袁如牛奶尧鸡蛋尧鱼尧贝壳海产品尧花生尧小麦尧
坚果尧大豆等曰一些食品的添加剂尧防腐剂尧保鲜
剂和调味剂等遥
过敏原不一样袁症状也会有所不同遥 主要表

现为皮肤损害尧眼痒尧鼻痒尧流清鼻涕尧打喷嚏甚
至咳嗽气喘等遥荨麻疹袁就是大家常说的野风疙瘩冶遥疹子呈约

1厘米直径的风团样袁凸出皮面尧剧痒袁它出现后常迅速增多袁
但也经常很快消退曰儿童的过敏更多表现为湿疹或湿疹增多曰
儿童春季出现打喷嚏尧流涕尧鼻痒尧鼻塞等症状袁注意是不是过

敏性鼻炎遥过敏性鼻炎有时会误认为是感冒袁但如果反复发作

且与季节有关袁就应该考虑是否与是过敏性鼻炎曰有的父母发
现袁一到春天就有很多孩子爱揉眼睛袁结膜有明显充血袁这有
可能是过敏性结膜炎曰如果儿童反复咳喘发作袁尤其是春季袁
伴随眼鼻部发痒袁袁注意是否是过敏性咳嗽或哮喘遥
段红梅特别指出袁当孩子出现过敏症状时袁盲目服用抗过

敏药也容易对宝宝的健康造成潜在威胁袁 需要及时就诊检查
过敏原并由医生判断病情进行治疗遥

如何预防与护理
儿童过敏如何有效预防钥
对于刚出生的宝宝来说袁建议用纯母乳喂养袁母乳中的蛋

白质致敏性低袁有利于肠道微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袁可有效降
低过敏风险遥 如果宝宝需要吃配方奶袁但出现过敏反应袁可以

选择水解蛋白奶粉遥值得注意的是袁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选择袁 由医生根据宝宝过敏反应的程度来决定使用适合婴儿
的水解蛋白奶粉遥
对于轻度过敏的较大儿童袁可以采用饮食调理脱敏袁平时

可让孩子多吃维生素丰富的食物以增强机体免疫能力袁 减少

过敏袁如含有抗炎化合物的洋葱尧椰菜和柑橘等食物遥此外袁在
儿童的成长过程中袁家长要细心发现宝宝对摄入食物的反应袁
出现过敏时便于快速查找过敏原袁排除干扰因素遥
在儿童发生过敏反应后袁 护理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事项钥
段红梅指出袁保持室内空气流通袁同时维持一定的湿度袁

防止儿童皮肤过于干燥遥使用温和的水洗澡袁以免热水刺激皮

肤袁避免使用碱性过强的香皂袁其中的碱会加重皮肤过敏的症

状遥出现过敏的儿童较容易出现皮肤发痒的症状袁家长需要要
及时制止孩子抓挠袁以免出现感染袁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炉甘
石洗剂遥 此外别忽视防晒工作袁要控制宝宝的日晒时间袁避免

光刺激引起过敏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别在春天盲目地野春捂秋冻冶袁捂得孩子满

身出汗袁因为汗液过多袁会刺激敏感的皮肤袁孩子也会觉得痒遥

渊源自叶北京晚报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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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量饮酒保护心血管钥研究证据不支持遥这个结论来自于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李立明教授团队和牛津大学陈铮明教

授团队的一项联合研究遥该研究针对喝酒与心血管疾病关系袁
对 50余万人进行了近 10年的随访遥 研究论文日前在线发表

在叶柳叶刀曳上遥
该研究从 2004年至 2008年袁 在国内 10个地区招募了

512715名成年人袁记录了酒精使用和其他特征遥 至 2017年 1
月 1日袁随访了约 10年袁通过与疾病尧死亡监测尧医疗电子信
息记录相关联袁来监测心血管疾病渊包括缺血性卒中尧脑出血

和心肌梗死冤遥 研究显示袁33%的男性有每周饮酒的习惯袁而且

主要是白酒袁而女性只有 2%遥
传统观察性流行病学研究分析结果显示袁 男性自报的酒

精摄入量与缺血性卒中尧脑出血尧心肌梗死的发生风险呈 U形
关联渊每周摄入纯酒精量约 100克的男性中袁缺血性卒中尧脑

出血和心肌梗死的发生风险最低袁比不喝酒的人低冤遥 但在遗

传学分析中袁研究者用基因型预测个体的平均饮酒量袁进一步

分析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关联袁 没有观察到前面所说的 U形
关联遥脑卒中的风险随平均酒精摄入量的增加而增加袁脑出血

的风险增加幅度比缺血性卒中更明显遥 心肌梗死的风险与平

均酒精摄入量没有观察到统计学显著的相关性遥在男性中袁不
论是自报的酒精摄入量袁还是基因型预测的酒精摄入量袁都与

收缩压具有很强的正相关遥由于女性中喝酒的人很少袁基因型

与酒精摄入量的相关性不是很强袁所以未观察到喝酒与血压尧
脑卒中或心肌梗死之间存在关联遥

针对该研究结果袁专家提醒院任何水平饮酒都存在着健康

风险曰适度饮酒对心血管的保护作用并不具因果关系曰随着摄

入酒精量的增加袁血压及脑卒中风险不断增加遥 专家建议袁平

时能不喝酒最好就不喝遥 渊源自叶健康报曳冤

适量饮酒保护心血管无科学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