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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多维”多国男科专家合力打造，是治疗前列腺疾病的世界最新技术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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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炎“春风吹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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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做B超一样治前列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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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量运动有助前列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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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有前列腺炎、包皮过长、泌尿
感染等男性疾病困扰，不妨拨打健康
热线 66671111或 QQ:800019012咨
询，也可登录网上医院 www.xdnk.
net，专家给您专业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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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膏中有几种活性成分令人担
忧! 牙膏中广泛使用的化学物质"月
桂醇硫酸钠#被认为可能会导致肠胃
病和肝中毒#会令口腔更容易溃烂$患
口腔癌!牙膏中的研磨剂也被认为会
伤害牙龈$ 令牙龈更易受到侵害$所

以使用牙膏时不要挤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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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指出$含氟牙膏虽能有效防
治龋齿$但也有副作用$使用不当可
导致氟牙症!氟的防龋作用与产生毒
性间的界限很小$摄入过量氟牙齿会
产生斑点$这就是氟牙症$而且患者
多为儿童!这是因为儿童吞咽控制能
力不完善$刷牙时误吞含氟牙膏的机
会多$造成氟的摄入量加大而致! 专
家提醒$使用含氟牙膏时每次最好不
要超过$厘米$ 儿童最好不要使用含
氟牙膏!同时$氟是一种剧毒物质$如
果人体吸收过多会引起氟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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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不宜使用多泡沫牙膏!牙膏

分多泡%中泡%少泡三种类型$泡沫的
多少取决于其含皂量的多少!多泡牙
膏含皂量较高$在口腔中容易刺激口
腔粘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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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专家提出建议$牙膏产品应
随季节和身体情况的变化交替使用$

不可一直使用同一品牌或同一功效
的产品! 在欧美先进国家$已有%&'

以上的消费者把早上和晚上用的牙
膏分开$而他们也会有定期检查牙齿
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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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使用杀菌力强的药物牙膏$

不仅会使口腔中的致病菌产生抗药
性$也会抑制%杀灭口腔中的正常菌

群$引起新的口腔疾病和新的感染!另
外$ 有些药物牙膏中含有生物碱和刺
激性强的物质$ 长期使用会不断地刺
激$使牙龈%口腔%舌头等处发炎而引
起牙龈炎%口腔炎%舌炎等#有过敏性
喘咳的人会因药物牙膏的刺激性异味
而发生喘咳和肠胃不适$ 有些药物牙
膏还含染色素$长期使用会污染牙面$

使牙齿失去光泽$影响牙齿美观!

%&'()*!对于有口腔疾病
的人来说$最好是含氟牙膏和药物牙
膏换着使用$如对于既有龋齿又有牙
周病的中老年患者$应挑选含氟产品
和中草药产品早晚搭配使用为好!对
牙齿遇冷遇热较敏感的患者$最好选
择抗牙本质过敏的防酸产品与一般
的含氟产品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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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不好就要特别注意饮食$要
忌口! 以下(种食物容易导致胃肠
不适要少吃或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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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荷会放松食道括约肌$增加
泛酸的几率!任何含薄荷的东西都
要小心$比如薄荷茶%薄荷糖和薄
荷口香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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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饮料含有许多果糖!

大概有 )&'的成年人不能很好
地吸收果糖$ 从而导致胃肠不
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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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会刺激胃$ 使其分泌过
多的胃酸$ 导致消化不良和泛酸!

特别是有胃溃疡和烧心症状的人
要少喝咖啡! 含咖啡因的饮料也
要少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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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兰花中可溶性膳食纤维特
别多! 这种纤维只有在大肠里才
能被分解$ 并产生大量气体! 同
时西兰花还含有类似豆类中的产
气糖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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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的酸性很高$可能刺激胃
产生更多的胃酸! 因此$吃太多番
茄会导致泛酸%烧心等症状! 用番
茄做成的番茄酱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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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乳糖不耐的人$摄入乳制品
后会引起胃部不适! 可以选择酸
奶%硬奶酪$或含乳糖低的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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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脂肪过高的食物$比如油炸
食品$会增加发生泛酸和肠易激综
合症的机会!因为高脂肪食物很难

消化$人体就会自动分泌出更多的
胃酸! 同样$进食过量也会刺激胃
酸分泌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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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饮过量会让胃内温度过低$

影响胃酸分泌和消化酶作用! 因
此$佐餐时最好喝些热饮料$比如
茶和热柠檬水!而冷饮最好放在两
餐之间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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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克力含大量的可可碱$会
让食道括约肌放松$胃酸容易反流
进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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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不好哪些食物不能吃？

英国卡迪夫大学提出最新的研
究表明$嚼口香糖会把你的短期记忆
搞得乱七八糟!

研究人员安排了几个实验! 在一
个实验中$前来参加实验的志愿者会
分为嚼口香糖和不嚼口香糖两组$随
后志愿者会看到或者听到一连串单
词或者数字$研究人员要求志愿者按
顺序回忆出看到或听到的信息! 在另
一个实验中$ 志愿者同样分为两组$

先阅读一份物品名单$然后再从一份
残缺的名单中回忆出缺失的项目!

研究人员发现$咀嚼动作可能损
害人们回忆事物正确顺序的能力$并
且让人们在查找缺失物品的情况下
表现得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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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56 茶叶中咖啡碱不但
能使人体体温升高$还会降低药效!

789:4;6 茶叶中的咖啡
碱等物质绝大部分经肝脏代谢$ 若肝
脏有病$饮茶过多超过肝脏代谢能力!

<=>?@;6 茶叶中的咖啡
碱有兴奋神经中枢的作用$ 神经衰弱
饮浓茶$尤其是下午和晚上$就会引起
失眠$加重病情!

AB4;6 尤其是不宜喝浓茶
茶叶中含有大量茶多酚%咖啡碱等$对
胎儿在母腹中的成长有许多不利因
素$$孕妇应少饮或不饮茶!

CD9EF@;6 茶是一种胃
酸分泌刺激剂$ 饮茶可引起胃酸分泌
量加大$增加对溃疡面的刺激$常饮浓
茶会促使病情恶化!但对轻微患者$可
以在服药!小时后饮些淡茶$ 加糖红
茶%加奶红茶对溃疡也有一定的作用!

GHIJ4;6 茶叶有分解脂
肪的功能$营养不良的人$再饮茶分解
脂肪$会使营养更加不良!

KL@;6 茶叶有兴奋神经中
枢的作用$醉酒后喝浓茶会加重心脏负
担! 饮茶还会加速利尿作用$使酒精中
有毒的醛尚未分解就从肾脏排出$对肾
脏有较大的刺激性而危害健康! 因此$

对心肾生病或功能较差的人来说$不要
饮茶$尤其不能饮大量的浓茶!

MNEF4;6 茶叶中的鞣酸
可与铁结合成不溶性的终合物$ 使体
内得不到足够铁的来源$ 故贫血患者
不宜饮茶!

OPQEF4;6 尿路结石通
常是草酸钙结石$由于茶含有草酸$会
随尿液排泄的钙质而形成结石$ 若尿
结石患者再大量饮茶$会加重病情!

4;RS6 饮茶以泡现饮为好$

茶水放久了$ 不仅会失去维生素等营
养成分$ 而且易发馊变质$ 饮了易生
病!

4;TU6 因为现代茶叶在种
植%加工%包装的过程中难免会受到农
药%化肥%尘土等物质的污染! 头道茶
其实是洗茶的水$ 应尽快到出后再冲
入开水$ 这样泡出的茶水才是最卫生
的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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