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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我们如何才能判断鸡
蛋是不是新鲜？ 一般来说， 新鲜的
鸡蛋， 蛋壳比较毛糙， 壳上附有一
层白霜样的薄膜， 色泽鲜明， 拿在
手上有分量， 晃动起来无声响， 而
陈旧蛋一般蛋壳特别光滑且发亮，
由于蛋内水分散发， 蛋白变稀， 蛋
黄膜破裂， 所以摇动时有不同程度
的响声。 新鲜鸡蛋闻起来无任何异
味， 蛋黄完整， 呈扁圆形凸起， 蛋
越新鲜， 蛋黄凸起越高。 蛋黄周围
有明显的浓稠蛋白， 浓稠蛋白多，
稀薄蛋白少， 浓稀蛋白分界明显。

打蛋时建议大家先打入碗中
观察， 不要直接下锅。 另外， 一
次不要购置太多鸡蛋， 以免存放
太久。 冰箱中存放不超过 1 月，
常温下不超过 2 周为宜。 夏季常
温存放时间为 10 天。
长沙市第三医院副主任医师 李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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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坐办公室 、 彻夜狂欢
后， 大约有 80%-90%的人都会
遇到背部酸痛的问题， 下面介
绍的 6 个妙招， 它们能让您摆
脱腰背酸痛的烦恼。

坚持运动 别整天坐着不
动， 不然骨头容易僵化。 找出
自己最喜欢的运动方式， 并每
天坚持下去 。 工作间隙的时
候 ， 也可以有意识地伸伸懒
腰、 扭扭脖子、 点点头。

选择合适的床垫 优质的
床垫应该既不软也不硬， 不妨
碍睡觉翻身， 从而不会给背部
造成什么负担。 最好还是去店
铺咨询一下专业人士的意见。

调整姿势 有超 80%的人
坐立姿势不正确， 或多或少地
给脊柱腰椎都造成了负担。 看
来 ， 挺胸收腹不光是为了好
看， 更多的是为了健康。

穿平底鞋 人在站立的时
候， 脊柱要承受大约相当于自
身体重两倍的重量， 如果常穿

高跟鞋的话， 就会对脊柱产生
不利的影响， 而舒适的平底鞋
永远是不错的选择。

舒缓压力 身心压力也有
可能导致背部的不适 。 这时
候做做瑜伽或者其他放松练
习就很有帮助了 ， 尤其是针
对急性病痛。

紧急冷敷 要是疼到动弹
不得， 那可如何是好？ 遇到突
然刺痛， 医生会建议冷敷， 先
暂时麻痹一下神经。 如果疼痛
不止， 最好去医院看看。

李冬

最近， 家人从乡下带回了许多
土鸡蛋， 放了一段时间后， 几次打
蛋发现 ， 蛋黄并不浑然一体了 ，
有明显的散黄现象， 但是无异味。
相信很多人也碰到过类似的现象。
这是怎么回事 ？ 散黄的蛋倒底能
不能吃呢？

鸡蛋的散黄主要有几种情况。
第一、 在运输途中因遭遇剧烈震
荡， 导致蛋黄膜破裂而造成机械性
散黄。 这种散黄， 鸡蛋的营养价值
基本没变。 第二、 鸡蛋在存放的过
程中受热受潮， 蛋清会变稀， 水分
向蛋黄慢慢渗透， 蛋黄体积逐渐膨
胀到撑破蛋黄膜时， 会发生散黄现
象。 第三、 受过精的鸡蛋经过一段
时间孵化， 蛋黄也会发散。 第四、
存放时间过长， 细菌或霉菌经过蛋
壳的气孔侵入蛋体内， 破坏了蛋黄
膜的蛋白质结构而造成散黄。

前面两种情况导致的散黄是
能吃的， 第三种情况不建议食用，
因为在孵化过程中死亡的胚胎 ，
不论大小 ， 食用都对人体不宜 。
对于第四种情况 ， 则要通过闻味
来进行判断 。 如果散黄不严重 ，
闻起来无异味 ， 那么经过油煎 、
煮沸等高温处理后是可以吃的 。
如果散发有臭味 ， 这样的散黄蛋
就肯定不能吃了。

1、 从市场购买的生猪肉， 用浸
过醋的湿布包起来， 可以保鲜， 整天
不变质。

2、 酱油容易变质， 剥几瓣大蒜放
入瓶里， 酱油不会发霉， 也不会有怪味。

3、 熬猪油时， 先切一片生萝卜
放在盛油的容器里再放油， 这样就不
会有怪味了。

4、 把食物盛在碗内， 再放入高
压锅煮沸， 可存放 3-4 天不变味。

5、 白色衣裤洗后易泛黄， 可取
一盆清水， 滴 2-3 滴蓝墨水， 将洗
过的衣裤放进去浸泡一刻钟， 不必拧
干就放在太阳下晒， 这样洗的衣服干
净洁白。

6、 新买回的泡沫凉鞋， 放在盐
水中浸泡半天， 晾干再穿， 既不易裂
口， 又耐磨耐穿。

7、 新买回的汗衫、 背心， 用开
水冲洗后再穿， 耐磨不褪色， 但化纤
物不易用水烫。
湖北省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方文杰

立冬之后， 不少城市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雾霾， 有
人说， 除了我们自己成为移动的“吸尘器” 外， 连隐
形眼镜都中招了！ 果真如此吗？ 关于隐形眼镜的传闻
时不时都会出现，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真相吧！

真相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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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挑选新鲜鸡蛋？

雾霾天，隐形眼镜变“吸尘器”？
真相 目前没有相关研究证

明戴隐形眼镜会在雾霾天受到直
接影响， 眼睛感染除了与眼睛本
身的状况相关， 还与个人的配戴习
惯与手的卫生有关。 为了降低雾霾
天气眼睛发生感染的几率， 可考虑
减少隐形眼镜的配戴时间， 改为使
用传统的框架眼镜。 由于雾霾可能
对眼表有影响， 对于经常处于雾霾
环境中的人， 可使用不含防腐剂的
人工泪液滴眼， 一方面可以通过人
工泪液清洗， 减少微小颗粒在眼表
的附着时间， 一方面可以缓解眼睛
的干燥和酸涩。 如果必须使用隐形
眼镜， 每天用护理液消毒的时间要
不少于 12 个小时。

美瞳揉碎在眼睛里
真相 一些柔软的隐形眼镜，

比如日抛型隐形眼镜， 因材质较
软， 如果使用过程中产生细小划
痕， 在配戴不规范时， 有可能导
致眼镜在外力作用下使裂痕扩大
甚至破裂。 不过， 隐形眼镜只是
遮盖在眼角膜表面 ， 直径较小 ，
它可以在结膜表面移动， 有的甚
至可以滑动到结膜的穹隆部位
（眼球和眼皮中间的空腔）。 由于

某些原因， 比如用手
揉或不善于配戴， 柔
软的隐形眼镜有可能
皱 折 并 滑 到 穹 隆 部
位， 但一般不可能突
破 结 膜 及 角 膜 的 阻
挡， 进入到眼球后面或者眼内。

月抛隐形眼镜不必天天摘下
真相 面对市面上日抛 、 月

抛、 年抛等各式隐形眼镜 ， 不少
人挑花了眼。 我们购买的隐形眼
镜会标注 “DK” 值， “DK” 代表
的是透氧系数， 即镜片材料容许
氧气透过的性能。

由于正常角膜本身没有血管，
它通过直接与空气接触来获得氧
气。 隐形眼镜覆盖在角膜上， 阻断
了角膜与空气的接触 ， 所以 ， 建
议选择透氧系数较高的产品。 但
不管是哪一类隐形眼镜 ， 都不主
张长时间配戴， 否则会导致角膜
缺氧， 破坏眼表的泪膜层 ， 继而
出现角膜缘新生血管 、 干眼症 、
结膜炎等病变。 日用的软性隐形
眼镜在睡前应摘下 ， 配戴时间一
次不宜超过 8-12 小时 。 而美瞳
属于彩色隐形眼镜， 其透氧系数
一般相对较低， 更不宜长期或持
续配戴。

隐形眼镜可自行购买佩戴
真相 配隐形眼镜 ， 一定要

到医院先做一个专业的眼部检查，
以便了解是否适合配戴。 隐形眼镜
并非适合所有人群， 对于本身有眼部
疾病， 如角膜病变、 结膜炎、 干眼
症的人， 不适合配戴。 而患有糖尿
病的人， 由于其角膜上皮内膜功能
较脆弱， 易发生感染等并发症， 因
此选择配戴时也要慎重。 同时应像
配框架眼镜一样， 进行医学验光等
检查， 获取适合使用者配戴的度数。

每年因选择 、 使用隐形眼镜
不当所致角膜感染 ， 从而导致角
膜穿孔、 溃疡 、 失明的病例时有
发生。 比如护理液被细菌 （如棘
阿米巴、 绿脓杆菌 ） 污染 ， 因此
要注意护理液的质量和保质期 ，
认真阅读使用说明 。 在接触镜片
前一定要用流动水和肥皂清洗双
手， 隐形眼镜盒要定期清洗和更
换， 不可用自来水清洁镜片。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眼科教授 罗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