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贴士

很多人买回蔬菜后就一股脑扔进冰箱， 殊不
知不同的蔬菜也有不同的保质期， 那么蔬菜的保
质期都是多久？ 又怎样辨别坏没坏、 还能不能吃
呢？

绿叶菜 将绿叶菜扎成小捆，根向下浸泡在水
里，可保鲜 3～4 天。 绿叶菜发黄，或是放软了，最
好不要食用。

洋葱 将买来的洋葱头晾干，放在凉爽、干燥、
通风的地方即可，能贮藏很长时间。如用塑料袋包
住或放入冰箱，反而容易闷软、变质、发芽。发芽的
洋葱是可以吃的， 部分腐烂的洋葱清除后也还可
以吃，但腐烂面积若过大则不要食用。

土豆 在放土豆的袋子里装上一个苹果可以
抑制土豆发芽； 用保鲜袋扎起来， 让它与空气隔
绝，就能防止变干、腐烂和长芽；土豆怕冻，要放在
纸箱里，离寒冷的地方远点；土豆不能和红薯放在
一起，否则两个都可能会坏掉。不成熟的青皮土豆
是不能吃的；土豆已稍有发芽、发青的部位及腐烂
部分应彻底清除。如果土豆发青的面积较大，发芽
的部位很多，则千万不要食用。

青椒 青椒沾水以后会变质，保存前不要用水
洗，直接擦干放入保鲜袋再存放于冰箱，可以保存
一周左右。 发黄变软的青椒即为腐烂，不宜食用。

大蒜 大蒜可以存入冰箱的冷藏室，也可以放
入保鲜袋中密封后冷藏或置于阴凉处， 切记不可
受冻， 能保存至少半个月。 发芽的大蒜是可以吃
的，但若发生变色、发霉、腐烂就不能吃了。

葱 把葱去掉皮、葱根，洗净沥干水分，切成
段，放进保鲜袋，密封放入冰箱冷藏室，可保存一
周左右，竖着放入冰箱里保存时间会更长。 发芽、
萎蔫、 干瘪的葱可以食用， 但营养价值会大大下
降。 发黄的部位尽量不要食用。

姜 姜分为老姜和嫩姜， 老姜不适合冷藏保
存，可放在通风处；嫩姜应用保鲜膜或者纸巾包起
来放在冰箱内保存，还可以冷冻保存。如果是发芽
没有霉变的生姜，可以把发芽的部分切掉食用。腐
烂的生姜或长毛变绿的生姜则已经变质， 不能食
用。 荆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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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片超龄会损伤视力
作为既有商品属性又有视力矫正功能

的眼镜而言，其最佳使用周期为 1-2 年，超
过了这个周期，镜片划伤划花后，不仅会给
配戴者造成配戴疲惫不舒服的感觉，而且长
期配戴，对视力将是一种伤害。

眼科专家介绍， 眼镜产品的商品质量、
使用周期主要由镜架品质和镜片质量两大
部分构成，一般而言，镜架变形或者镜片划
伤划花， 都会对消费者的视力健康造成伤
害。 而且眼镜产品的使用周期，除了与品质
和消费者的使用频繁程度以及使用的环境
和个人使用习惯等因素有关外，还与消费者

的年龄变化有着内在的深层关系。 除了儿
童、青少年之外，老花眼镜的使用周期也与
消费者的年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人
一般过了 45 岁后眼睛开始老花， 而随着年
纪的不断加大， 老花的度数也会不断增加。
一般来说，一个人从 45 岁后到 80 岁，老花
的度数会从 0逐渐增长到 350-400度。

同时专家提醒： 眼镜也是一剂处方药，
不是随便可以佩戴的。

孩子：戴眼镜前，先查查散瞳
孩子的眼睛调节能力很强，近距离看书

后容易产生视觉紧张， 会造成近视的错觉。
而散瞳后睫状肌放松， 眼睛调节能力下降，
恢复后的度数才是最接近真实的数字。很多
以为是 300 度近视的孩子，散瞳完后其实只
有 200度，但一旦戴上眼镜就很难摘掉了。

专家建议，15 岁以下近视的孩子，排除
眼疾后一定要做快速散瞳， 之后再配眼镜。

而对于 10 岁以下远视儿童， 则可采取慢速
散瞳方式。

成人：买眼镜前，要测好参数
因为成年人的眼睛调节能力已减弱，散

瞳已无必要，但专家提醒，一些年轻人配眼
镜图时尚好看，有的甚至连光都不验，不合
适的眼镜势必会导致严重的视觉疲劳。其实
配眼镜需要很多精确的数据。医院在给患者
配眼镜时会给每位患者测出详细的球镜、柱
镜、轴向、瞳孔间距等数据，如必要还需进行
双眼视觉功能检查， 但在一些商业眼镜店，
详细的检测过程则基本上被忽略了。

每隔两三年对眼镜做一次“体检”很有
必要。 人能看到东西是靠角膜、晶体等几大
介质，通过复杂的光线折射原理将成像点精
确地投射在视网膜的黄斑中心凹， 如有偏
差，刚开始可能看东西没问题，但久了容易
产生视觉疲劳甚至造成眼疾。 郑帆影

眼镜超期“服役”太伤视力

9 月 8 日 14 时 10 分，钱塘江“鬼王潮”抵达杭州萧山观潮城，涌高 1.2
米。 除了被称为“壮观天下无”的八月十八钱江大潮外，农历七月十八也是
一个大潮汛，因其出现在“中元节”之后，也被称为“鬼王潮”。 钱塘江潮大小
的因素包括天体运行、河床条件、台风、气压等。 天体运行的周期、轨迹固定
不变，决定了涌潮在初始时的大小；河床条件、台风、气压则在涌潮行进时
给予其不同程度的影响。 杨亚东

钱塘江汹涌“鬼王潮”

你知道什么是分时电价吗？ 它是指在一些城
市中，一般从夜里 10 点到早晨 6 点，电费只需按
白天电费的半价支付。 这种将电费分时段计算的
方式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知道， 人们的用电量同作息时间密切相
关，白天工作时段和傍晚的生活时段用电量大，入
夜大多数人休息后用电量就降得非常低， 往往还
不到白天的 30%。 可是，这个现象对电力公司来说
却是个大麻烦， 因为发电厂的发电机可不像家里
的电器那样能够做到说开就开，说停就停。发电厂
的锅炉炉膛有十几层楼房那么高， 里面有几百吨
的水和蒸汽，温度为 300℃-600℃，庞大的汽轮机
也同样处在这个温度下， 要它们冷却下来可不容
易。同时汽轮机和发电机的转子有几十吨重，转速
达到 3000转 /分钟。 两者巨大的热惯性和动惯性
使发电机很难在短短几小时里停下来。停机如此，
开机更需耗费时间。 因此，对于发电厂来说，要想
在晚上关上机器，到了早上又开始运转，这样的操
作是行不通的。即便是要在晚上少发一点电，也要
付出降低发电效率的巨大代价。因此，增加夜间用
电量是电网节能减排的一个有效措施。

既然发电量在夜间无法大量减少， 而白天大
家都用电的时候发电量往往又会不够， 那么最好
的办法就是鼓励用户尽量把白天需用电做的工作
挪到晚上来做。 人们形象地把白天用电多比喻成
山的“峰”，把夜间用电少比喻成山的“谷”，那么把
白天的一部分用电移到夜间用，就可以起到“削峰
填谷”的节能作用。 这么一来，发电机保持在波动
不太大的持续工作状态中，它的能源消耗最少，发
电效率最高，生产也更安全。采取夜间电费半价的
方式， 就是以低价电费来鼓励电力用户积极参与
“削峰填谷”的用电方式，共同为电力节能减排做
出贡献。 谈宏淦

有些城市夜间电费
为何只收半价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到底应该怎
样吃？ 科学膳食是一门极其复杂的学问，
虽然都以营养均衡为基础提供生命需
求，但每个年龄段对营养的需求不同，还
应该稍有所侧重。

青年人：少吃加工食物 青年人身体
机能活跃，代谢速度较快，所以摄入的能
量也相应多一些。 然而，要确保你的能量
是从营养丰富的食物中摄取的， 比如全
谷物、蔬菜、水果、蛋类和豆类，不要过度
依赖加工食物。 重要的营养素包括 B 族
维生素，B族维生素存在于燕麦、瘦肉、大
多数种类的蔬菜、牛奶等食物中。

中年人：多吃绿蔬 从 40 岁开始，关
节开始疼痛，皱纹开始增多。 从五颜六色
的蔬菜中摄取大量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症
作用的营养素可以帮助延缓上述症状的
出现。 同时多吃深绿色的蔬菜、洋葱、大
蒜和十字花科的蔬菜能够保护你的肝
脏。 通常，心脏的健康问题在这个年龄段
很容易凸显出来。 建议多进行有规律的
运动， 控制食盐的摄入量， 吃大量的蔬
菜、水果以摄取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物质，
对保护心脏健康尤为重要。

在从 40 岁到 50 岁的这 10 年中，可
能会出现明显的视力下降。 为了减缓这
种变化， 建议多吃一些富含叶黄素的食
物，比如菠菜、甘蓝、花椰菜、黄椒、南瓜、
优质蛋类和奶类等。

到了 50 岁的年纪，岁月的痕迹开始
清晰地体现在皮肤上。 建议大量食用橙
色、黄色和绿色蔬菜，这些食物提供的大
量类胡萝卜素能有效对抗皮肤的损伤。

老年人：多吃海产品 到了 60 岁，骨
骼强度开始下降。 钙和维生素 D 对于骨
骼的强健尤为重要。 建议除了在乳制品、
绿色蔬菜和坚果中摄取钙外， 膳食补充
剂也是不错的补充钙和维生素 D 的选
择。 同时它们能帮皮肤形成屏障，防止皮
肤水分流失，维持年轻态。

到了 70 岁，肌肉强度锐减导致行动
迟缓，而这可能会带来更多健康问题。 建
议继续保持吃鱼油和姜黄的习惯， 以帮
助减缓炎症，增加关节的灵活性。 同时好
好保护大脑和记忆力， 可摄入鱼油和
DHA（二十二碳六烯酸，是对人体非常重
要的不饱和脂肪酸），蛋类也是保护大脑
的优质食物。

项林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
应该怎样吃

老报纸在许多人眼里不过是废品一
堆， 殊不知就在这堆废品中悄悄藏着一些
价值很高的宝藏。 一些特殊日期的旧报纸
可以卖到几百元一份， 而具有更加特殊意
义的老报纸能卖出数千元，甚至上万元。老
报纸的价值主要是由四个方面决定： 发行
时间的早晚、发行量、权威性和报纸题材的
重要性。老报纸不易保存，发行较早的报纸
年代久远，现在的存世量较为稀少，而试刊
号、创刊号和终刊号这类报纸，发行量极为
有限，因此更加稀有。

首先最让大家瞩目的老报纸当属发行
较早的早期报纸。这类报纸由于发行较早，
因印刷工艺和纸张容易变色且不易保存，
因此留存至今的早期老报纸品相大多较为
一般。综合收藏市场的整体状况，清代的普
通报纸每份在 200-500 元之间，民国普通
报纸每份在 100-200元之间。

除此之外， 创刊号也是报纸收藏中最
引人注目的焦点之一。 创刊号作为报社诞
生时的第一份报纸，其印量十分有限，而且
由于印发时间较早， 留存至今品相较为完
好的创刊号报纸则更加稀有， 因此它的价
格也在收藏市场被大家所看好。如 1948年

出版的《人民日报》创刊号在拍卖市场上曾
经拍出了 1 万元左右的高价，而 1949 年出
版的《工人日报》市价也在 2万元左右。

除了正常出版的报纸之外， 一些号外
也有着不菲的价值。 如《大公报》1945 年 8
月 11日发行的“日本人吃原子弹号外”，如
今市价在 1 万元左右；《新华日报》1949 年
10 月 1 日发行的“新中国成立号外”，目前
市价 3 万元左右；1925 年孙中山先生逝世
当天的一份《顺天时报》纪念号外，成交价
超过了 7000元。 所谓号外，是指一家报纸
在发生重大新闻或是特殊事件时候临时印
制并且免费发放的报纸。 号外发行量也有
限， 较为早期的号外现在已经成为了难得
一见的珍品。

除了年份和发行数量的限制决定着一
份老报纸的价值外， 老报纸的内容也能决
定它能卖出多少钱。 一般来说， 报纸讲究

“图文并茂”， 一份带有图片的报纸要比单
纯只有文字的报纸更为珍贵， 即便是只有
一张图， 成交价也要比纯文字报纸高出至
少 10%，而图文并茂的报纸当中，带有漫画
的尤其珍贵。

张晶

老报纸的价值你想不到

你知道你戴的眼镜也有使用期限吗？ 儿童青少年最佳换镜周期 1 年，青年
最佳换镜周期 1-2 年， 中老年最佳换镜周期 2-3 年……专家指出， 眼镜超期

“服役”将对人视力健康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

不同蔬菜的保质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