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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染着金色超短发，戴着狗项圈，
穿着豹纹，在台上举着话筒嘶吼着听
不清歌词的摇滚乐，灯光打到她狂野
不羁的脸上；舞台后方打鼓的女孩看
起来还像个中学生，她染着粉红色眼
影涂着黑眼圈，面无表情，鼓棒在她手
中上下翻飞，周围站着许多如痴如醉
的歌迷。这时，突然人群里有个声音响
起来：“女孩给我滚下去！”女主唱停了
下来，大声地冲着话筒说：“女孩怎么
了？女孩也能玩摇滚乐！”音乐继续响
起，人们欢呼起来，乐迷们开始冲撞，
许多人脸上露着无拘无束的笑容，有
人从高处向观众喷着啤酒……台下
16岁的我看呆了，从此我爱上
punkmusic。

这是1998年的圣诞夜，五道口
的“嚎叫”酒吧的一幕，那天在台上表
演的是“挂在盒子上（Hangonthe-
Box）”乐队，成员都是女孩，那时她们
的平均年龄不到20岁，那天是她们第
一次演出。

新的美学出现了#

在我的《北京娃娃》的前言“一点
简单的介绍和一些爱”中，第21条这
样写道：染头发。我喜欢随时变化头发
的颜色。但我的父母很反对我染发。可
我不管。我一直染头发。
“挂在盒子上”乐队的女孩们是中

国最早的punk打扮的女孩儿，她们
指引了一代年轻小孩的穿衣打扮和言
谈举止，她们还鼓舞了许多女孩拿起

吉他自己写歌。那时候随便走在五道
口的街上，都会碰到几个染着红头发、
绿头发，穿皮夹克和马丁靴的男孩女
孩儿。她们当然被骂得很厉害，在这个
大多数人还很保守的国家，她们的出
现就意味着大逆不道和作为女性的自
我解放。
她们的歌词一向犀利，如“No

MoreNiceGirls”这张专辑里，有一
首叫“Shanghai”，里面讽刺了上海一
部分女人的媚外及情感的物质化，歌
词是这 样 的 ：“Girlscome here
right now, boys come here
rightnow...OurShanghaiisin-
ternational,Shanghaiabeautiful
city,alsoisastupidcity...”
那时有个词在摇滚圈儿流行至

广：“骨肉皮。”它引申自北京形容女孩
儿的通俗语“果儿”，给人感觉就是出
现在摇滚乐演出场合，同音乐有关的
女性全都是“果儿”，全都是“骨肉皮”，
只是层次有高低，格调有雅俗，总之全
都是虚荣与庸俗结合的产物。作为一
个也热爱摇滚乐，和摇滚圈有着千丝
万缕莫名其妙联系的我，其他的一百
万个我，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一个
“果儿”，一个追求某种虚假另类生活
的附属品。这对所有被包括到其中的、
真正热爱音乐和真理的女性都是一种
侮辱。而这可悲的催情剂居然理所应
当就是摇滚乐。这些女孩子和摇滚乐
手没有爱情，没有友情，有的只是相互
利用，只是sex。这种被扭曲的现实到

底是可悲还是可笑？当女性乐迷去看
一场喜欢的摇滚演出时，当她们尖叫
时，当她们为了音乐而感到震撼时，她
们的身份居然是“果儿”？！占性别二分
之一的女性在这里甚至不是人，而只
是果儿，天大的荒谬！
当时《我爱摇滚乐》曾登出篇文

章，详细为作者认为的“骨肉皮”分了
级别：地下级的、进步级的、专业级的。
地下级的是“混迹于各种地下演出
party上，行为放荡，装束奇特，属于
狂热的歌迷心态，只为了发泄娱乐”；
专业级的是“她们的名气比你还大，也
只会选择明星”；夹在其间的就是进步
级的，“略长了些脑子的”。照作者的意
思，这些围绕在乐手周围的女人都是
为了虚荣。于是我写了篇文章来反驳：
在我看演出的时候，就见有的人的眼
神明显透着不屑，好像我根本不是来
听音乐，而是另有目的，弄得我也没
辙，我总不能到处说自己“其实我是一
个作家”吧？他们对于女士根本不尊
重。他们尊重的底限也许就是看这个
女人是否循规蹈矩，与之相反的词是
放浪形骸，他们不能接受与众不同、有
自己思想的女人。我曾想在这个更先
锋但更加狭隘的圈子里找到爱情，但
他们只是自以为是地把我当成一个果
儿，最后我只想说：去你的吧！

大众的潮流

李宇春火的那年夏天，我不在国
内，但就是在异国他乡，我的手机也总

是隔几分钟就响一回，几乎每条都是
像密电码一样的“请投8号的票”。什
么意思啊？直到回国，我才明白，原来
8号就是李宇春。她成为那年“超级女
声”的总冠军。在舞台上，她边唱边舞，
我一下子就被她吸引住了。她代表的
就是小城青年的青春啊！尽管那时候，
她的“玉米头”是廉价的黄色，就是小
发廊里染出来的那种黄色。那个发型
其实挺不靠谱，但是无所谓，那代表着
当时她的状态，也吸引了成千上万和
她有着同样处境的孩子们。顿时大街
小巷的年轻孩子们都换上了“李宇春
头”。
曾轶可火的时候，我也不在国内。

但我还是听说了“绵羊音”和“最天
使”。她在某次演唱会上穿得更不靠
谱，鲜绿色的露肩装和一顶粉红色的
宽边帽，她的嗓音与她的形象很不搭，
她坚毅的脸庞下的声音居然是那么软
绵绵、那么娇嫩。大家都听出她跑音，
她依然在台上活蹦乱跳。就冲那份自
信和洒脱，我又被吸引住啦。这就是青
春，即使不被人欣赏，也灿烂开放，什
么能比得过青春的美呢？
美有万千种形式，感谢玩摇滚乐

的女孩们给我们带来了最酷最反叛的
美；感谢李宇春给我们带来了中性美；
感谢曾轶可给我们带来了另一种我目
前也无法归类的美。后来李宇春顶着
中分的斜短发登上了《ELLE世界时
装之苑》的封面，这代表着中性美终于
在时尚杂志登堂入室，被正式接纳了。

流言

“医生们一直孜孜不倦地提醒
我们，特别是高血压患者：为了你的心
脏，请控制食盐量！但最新研究再次全
面质疑两者的关系。《美国医学杂志》
一项研究比较了7800万美国人的钠
摄入量和心脏病死亡率，时间跨度长
达14年。结果却是，摄入钠越多的人，
死于心脏病的概率反而越小。”

真相

很可惜，关于食盐摄入与高血压
之间关系的真相，远远不是这么简单。
主流医学观点和研究结果尚不支持大
家采信这样的报道。

惹出高血压的钠离子

从世界范围来看，高血压已经影
响了接近25%的成年人口。科学家们
预计，这一数字可能将在2025年达
到60%。在罹患高血压的人群中，除
少数)约

*+

*是由于某些特殊疾病造
成的症状性高血压 )又称继发性高血

压*外，绝大部分是原发性高血压，此
类高血压的发病往往与环境、遗传、心
理、膳食等多种因素有关。由于高血压
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而
后者又是人类健康的第一杀手，因此
防控高血压的意义重大。
食盐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钠。在人

体体液中，钠离子是细胞外液最常见
的阳离子，负责维持体液的晶体渗透
压。细胞内外钠、钾、钙等带电离子的
浓度相差较大，由此造成胞膜电位差，

这是细胞产生及传导兴奋性的前提。
人体每天都会经由尿液、汗液等途径
排出钠，因此必须经由饮食补充钠离
子，食盐则是钠离子的主要来源。一般
来说，成年人每日至少需摄入4.5克
氯化钠，折合成钠离子则少于100毫
摩尔。
实验证明，钠离子摄入过多会引

起肾上腺和脑组织释放内源性“洋地
黄样因子”（digitalis-likefactor）。
在低钾环境的共同作用下，细胞膜上
的“钠离子泵”就不能正常工作了，动
脉血管平滑肌细胞的胞膜电位差减
小，细胞兴奋性开始增加，变得更容易
“激动”，最终表现出的结果就是动脉
收缩、血压升高。钠离子潴留还会通过
减低舒血管介质的合成来导致血压升
高。上述机制能够解释为何大多数原发
性高血压患者并没有体内水的明显滞
留。当然，一旦钠离子潴留过多，体液量
明显增加，那么高血压就更好理解了。

食盐摄入与疾病风险

长期血压控制不佳会导致动脉硬
化，诱发心脑血管卒中，损害心脏、肾
脏及全身各个脏器。既然过量摄入食
盐与高血压有着密切关系，那么理论
上也将间接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
和死亡率等存在联系。
20多年来，已经有不少针对上述

问题的调查研究。其结果多数都与之
前的预测接近。当然，在同时期也的确
有一些研究文章称没有观察到限制摄
入食盐的明显益处，但这些意见并未
成为主流。高盐与高血压之间存在较

为明确的正相关关系，只是高盐与心
血管疾病及总体死亡率之间的关系仍
有争议。多数引起争议的研究结果都
是针对后两者而进行的流行病学调
查。流言中所引用的那篇《美国医学杂
志》的研究结果也属于此类情况。流言
中声称这篇文章“研究了7800万美
国人的钠摄入量和心脏病死亡率”，谣
言粉碎机调查员对此数据甚为惊异，
阅读原文才发现其实此项研究的样本
数量应为7154人，只是抽样结果“代
表了 7890万非制度化的美国成年
人”。这篇文章的结论也只是一家之
言，与其类似的众多研究并未得出一
致的结果。
本条流言涉及的文章也将这项研

究作为低盐饮食无益甚至有害的论
据。但事实上，虽然《美国医学会杂志》
是一本重量级权威期刊，但他们发表
的该研究却引发了激烈争论。哈佛大
学公共健康学校对这篇文章很不以为
然。他们认为，首先，这篇文章的研究
对象只有不到4000人，其中由于心
血管疾病死亡的仅有84人，不足以得
出颠覆性结论；第二，这一结论与过去
多年以来确认的食盐与高血压存在清
晰联系的结论相悖；第三，该研究以尿
钠作为长期摄入食盐的观察指标，但
仅用24小时的尿钠结果，不足以反映
长期摄入食盐的情况；第四，那些高个
子或大活动量的对象进食要更多，而
多进食则常常意味着摄入食盐更多，
但是，大活动量的人心脏往往要比缺
乏活动的人要更健康，这项研究没有
将此类情况考虑在内并予以校正。此

外该研究还存在丢失大量数据的情
况，等等。总而言之，文章在科学上存
在较多缺陷，其结果可信度有限。
另外，文章提到的关于低盐饮食

会激活肾素 -血管紧张素 -醛固酮
系统（RAAS）而导致高血压的观点，
也没有得到主流认可。没有证据证明
在推荐食盐摄入量的范围内，低盐饮
食会诱发交感兴奋和RAAS激活。事
实上，当前人类的饮食多是加工工业
的杰作，这些食物通常富含钠而缺乏
钾。相反，自然界中的天然食物往往是
低钠而高钾的。例如，两片火腿中就含
有32毫摩尔钠和4毫摩尔钾，而一个
橙子中则含有6毫摩尔钾而不含钠。
在与世隔绝的以天然食物为主的部落
人群中，食物每日往往会提供高达
150毫摩尔的钾，而仅有20~40毫摩
尔的钠，而这些人中高血压的发病率
不足1%。在食品工业出现之前的很长
一段时间里，人类的食谱其实就是低
钠而高钾的，或许我们肾脏的任务原
本就是为了更好地处理钾而不是钠。

结论

流言涉及的文章有失偏颇，仅仅
片面报道了学术界争论的一个话题，
即“高盐饮食是否增加了心脏病发病
及死亡的风险”。目前来看，高盐饮食
与高血压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仍很明
确。医学界的主流意见仍提倡低盐饮
食以预防高血压及其并发症。对于普
通人而言。每天摄入的氯化钠应在6
克以下，每日钠离子摄入量应少于
100毫摩尔。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