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误用的冰箱
把冰箱塞满 冰箱冷藏室需要有冷空气流

动的空间，如果塞太满，会使冰箱内的温度升
高，缩短食物保鲜期。 冰箱冷藏室的使用空间
应维持在 80%以内，这样不仅能保持冰箱的冰
冷度，还可达到省电的功效。

用报纸或塑料袋包裹蔬菜水果 报纸的油
墨会污染蔬菜，尤其是鲜艳的黄色、红色油墨，
多使用重金属镉来定色，一旦脱色，含镉的定
色剂连同油墨会沾附在菜叶上， 长期大量吃
下，会造成肝肾的负担。 此外，如果用塑料袋把
蔬菜绑死，会让水分闷在里头，反而造成蔬菜
腐烂。 应使用白色无油墨的干净纸张包裹蔬
菜；用塑料袋装蔬菜时，则应将塑料袋敞口或
在袋子上打几个洞维持通风透气。

食物不分类管理 除了罐头食品外， 一般
食品存放时间不应超过一周。 如果不标示日
期，有可能会放过期。 不同类别的食物混放后，
还容易造成交叉污染。 蔬菜等生食应洗净或装
入塑料袋后放进冰箱；熟食最好用带盖的盒盛
放，没盖的应在盒子上倒扣个盘子；水果最好
完整保存；生的鸡鸭鱼肉应洗掉血水，包装好
后放在冷冻室底部，避免渗出血水，污染其它
食物。 据《大众科学》

居家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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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科普

牛排里“血水”不是血
想到西餐里那些

五分熟乃至三分熟的
牛排， 你会不会觉得
有点血淋淋？ 实际上
这种我们称作“血水”
的 红 色 液 体 并 不 是
血。 这种“血水”中的
主 要 成 分 是 肌 红 蛋
白。 肌红蛋白是存在
于肌肉组织中的一种
蛋白质， 它和血液中
血红蛋白一样负责运
送氧气。 一个血红蛋白一次可以和 4 个氧分子结合，而一个肌红蛋白一次只能运送
1 个氧分子，不过肌红蛋白和氧分子的结合更紧密，每次都能将氧分子安全地送到
肌肉细胞里，它的存在对肌肉来说至关重要。 肌红蛋白和血红蛋白中都包含一种含
铁的物质———血基质，所以会呈现红色。

据《大科技百科新说》

养生保健

外卖如何
吃得健康

以午餐为例， 如果晚餐没有机会增
加蔬菜摄入， 中餐就应当主动增加蔬菜
的比重，可以自备一份蔬菜，或者买盒蔬
菜或水果色拉。 荚豆类、瓜茄类蔬菜比绿
叶菜更适合做便当。 如果是面食或盖浇
饭类的，米、面比例一般较大，不适合需
要控制体重的人群，因此，可以减少部分
主食， 餐后加个水果或者薯类， 降低热
量、增加维生素的摄入。 晚餐首先要避免
大快朵颐，不选煎炸烧烤，建议选择一些
带汤水的，比如砂锅、馄饨等，减少热量
摄入。 如果是重油重盐的锅仔、冒菜、麻
辣烫，建议弃去至少一半的汤，加水来降
低油盐的摄入。 虽然口味打折扣，但是健
康加分了， 毕竟大杂烩的好处就是食材
丰富。 据澎湃新闻网

选购面包
有讲究

真正好的面包应该是发酵、 烘焙而
成的，质地硬、口感粗，味道淡的面包，而
且越硬的面包热量越低，此外，最好买成
分简单的面包，小心掉入“美味的陷阱”。
尽量少买起酥面包， 此种面包有特殊的
层状结构，常见的有牛角包、巧克力酥包
等，这是能量非常高的一种面包，制作过
程一般要加入 20%-30%的黄油。 也不要
买太过松软和色彩鲜艳的面包， 还要注
意“伪全麦面包”。 真正的全麦面包呈天
然褐色，色泽不均匀，口感柔韧，若颜色
过深或者过于蓬松柔软有可能是假的全
麦面包。

面包最好买带包装的， 散装的面包
看着新鲜， 其实很容易受到灰尘和细菌
的污染，而且，没有包装的面包里面水分
很容易流失， 可能影响其新鲜度和柔软
度。 最重要的是没有包装，我们不能清楚
地知道生产时间，难免会买到过期产品。

据健康时报网

长期戴耳机，特别是习惯大音量听歌
会导致听力逐渐受损， 严重者会出现头
晕、耳鸣、耳堵、听力下降现象 ，甚至失
聪。所以我们在使用耳机时要注意以下几
点：

成年人每天戴耳机总时长不超过 3-4
小时，未成年人不超过 1-2小时。 每次戴耳

机超过三四十分钟，让耳朵休息一会。 耳机
的音量尽量控制在播放器最高音量的 2/3
以内。耳机的音量尽量与正常人说话的声音
接近，以 50-60 分贝为佳，勿超过 85 分贝。
头戴式耳机优于入耳式耳机，长期使用建议
选前者。

据《保健时报》

提个醒儿

流言粉碎机

正常人多吸氧可保健
流言：有少数保健器材销售商家为了推销

产品，对外宣传称，正常人多吸氧也能保健。
真相：国家食药监管总局发出制氧机消费

提示，目前尚无证据证明吸氧对正常人具有保
健作用，制氧机要在医生指导下按照处方确定
每日使用的时间和流速，从而降低适应症选择
不当带来的风险，不适当的吸氧可能会对人体
造成伤害。 据央广网

经期多吃不会胖
流言： 女性月经期间新陈代谢会加快，多

吃的东西也会被代谢掉，所以经期多吃不会发
胖。

真相：不管是经前还是经期中，食物的热
量并不会因此而消失，多余的热量一样会转化
成脂肪。 月经期间新陈代谢的速度因人而异，
有的人反而不容易减肥，女性月经期，身体的
荷尔蒙变化很大，常常造成代谢的紊乱而影响
减重成效， 因此透过了解女性月经的周期循
环，配合作息与饮食，才能增加减重的效果。

据人民网

据英国《卫报》网站报道，儿科医生警
告，过度使用触屏手机和平板电脑会妨碍孩
子的手指肌肉充分发育，使他们不能正确握
笔。

报道称，儿科医生表示，现在入学儿童
手的力量和灵活性不如 10 年前。 儿童入学
时老师会让他们用铅笔， 但他们越来越不
会握笔，因为没有掌握基本的运动技能。 必

须对手指上的细小肌肉具备强大的控制力
才能握住和使用铅笔。 儿童需要大量机会
来掌握这些技能。 给孩子一个 iPad 要比鼓
励他们玩增强肌肉的游戏（比如搭积木、剪
切和粘贴东西、拉扯玩具和绳子）容易。 因
此， 他们没有掌握握铅笔所需的潜在基本
技能。

据参考消息网

有研究显示，偏好某种口味可能是营养
失衡或健康异常的信号。 比如老想吃巧克
力，可能是身体缺乏 B 族维生素，尤其是维
生素 B6 和 B12 的信号。 平时可多吃点西红

柿、橘子、葡萄、梨、牛奶、豆类、坚果类、菠菜
等。 再比如总爱吃甜食，可能是体内能量缺
乏。 平时可以通过多吃瘦肉、鸡蛋、山药、鱼
类、豆类等来补充能量。 据《大河健康报》

柠檬切口涂蜂蜜 柠檬一般每次只
吃一两片， 很多人会把剩下的柠檬裹上
一层保鲜膜就放入冰箱。 其实不妨在切
口处涂上一层蜂蜜，再封上保鲜膜。 这样
不但能够有效防止细菌入侵， 还可以防
止水分和营养的流失。 这样，柠檬的保存
时间可达 3-5天。

南瓜先把瓤掏空 切开以后的南瓜
不易储藏，容易从“心”开始变质，因为瓜
瓤含糖量较高，切开后发生有氧酵解，进
而使瓜体发霉变烂，瓜味变臭。 切开的南
瓜最好先把瓜瓤掏空， 再用保鲜膜包好
后放入冰箱冷藏，这样可以短时间存放，
但最好在 1-2天内吃完，以免变质。

冬瓜切口盖张纸 冬瓜的个头比较
大，一次性很难吃完。 切开后的冬瓜表面
有一层液体，很容易滋生细菌导致变质，
所以最好在切口处盖一张洁净的白纸吸
附液体，然后包上保鲜膜放到冰箱冷藏。
这样可以保存 3天左右。

姜片用锡纸包好 姜片中的水分含
量直接影响它们的品质， 如果放在阳台
会变干萎缩， 而放在冰箱又会发芽、长
毛，所以保持适宜的水分是关键。 将锡纸
剪成合适的尺寸，然后将姜片包装起来，
包裹时尽量将锡纸紧贴切口， 然后放在
室内阴凉通风的地方即可。

据《侨乡科技报》

探索发现

过度使用触屏致儿童握笔难

嘴馋或是营养失衡

一招让食物的
保质期延长

教你一招

久戴耳机伤听力

近日各大社交媒体都被星巴克咖啡致癌
的文章刷屏， 而其罪魁祸首在于咖啡中所含
有的丙烯酰胺。 这条消息对于咖啡爱好者来
说如噩梦一般，咖啡真的不能喝了吗？

丙烯酰胺是什么？
事实上，丙烯酰胺并不是什么稀罕玩意，

它并不是人为添加到食物中， 而是食物在高
温加热时自己产生的，尤其是油炸、焙烤、烧
烤食物。

营养专家指出， 丙烯酰胺主要是食物发
生美拉德反应的一个副产物。 在高温状况下，
只要是食物中同时有碳水化合物或者脂肪，
氨基酸或者蛋白质类的成分， 就会出现美拉
德反应。 在生活中，含有丙烯酰胺的食物有很
多，如薯片、面包、饼干、曲奇、巧克力、油条、
油饼、麻花、煎饼果子等，其中薯条、薯片是西
方人摄入丙烯酰胺的主要来源。 对于中国人
而言， 吃进去的丙烯酰胺有一半以上来自家
庭烹饪，比如炝炒圆白菜、干煸豆角等。

那么丙烯酰胺有没有危害？ 丙烯酰胺的
确是有可能产生致癌风险的， 但是目前并没
有被确认为致癌物。 在国际癌症权威机构
IARC（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致癌物列表中，

丙烯酰胺被列为 2A 级的可能致癌物，而不
是 1级致癌物。也就是说并没有充足的证据
证明丙烯酰胺对人体致癌。

喝咖啡到底安不安全？
从咖啡豆制作流程上来说，咖啡豆通常

需要经过 160～250摄氏度的烘焙， 确实会
含有不少丙烯酰胺，而且从工艺上就很难控
制。 不过一杯咖啡大约只消耗 10 克左右的
咖啡豆，且有大量咖啡渣废弃掉，一杯速溶
咖啡也只有 3～4克咖啡粉。 因此通过咖啡
摄入的丙烯酰胺和通过其他食物摄入的量
相比，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小巫见大巫。

世界卫生组织也有一份类似的数据，煮好
的咖啡的丙烯酰胺平均含量是 13ppb，而炒菜
是 59ppb。 其实在最新版的美国膳食指南中，
已经把每天喝 3 到 5 杯不加糖不加奶油的咖
啡，作为健康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学术界普遍
认为，适量喝咖啡利大于弊，已有研究指出，咖
啡可能会降低肝癌、子宫癌的发病率。 但是，
如果你有消化道溃疡、精神类疾病，建议少喝
咖啡。

怎样避开丙烯酰胺？
想要完全避开丙烯酰胺是不可能的，但是

日常生活中的小细节还是可以注意一下的。营
养专家建议，要想减少丙烯酰胺的摄入，可以
通过这么几个方法：

平时在家里做饭的时候，注意温度不要过
高， 比如像爆炒就是一个应当减少的烹调方
法，再有炒菜前也可以稍微焯一下。

均衡饮食，食物多样从而减少丙烯酰胺含
量过高的食物摄入。

另外做面包的时候可以考虑少放点糖，避
免外皮颜色过深。

据《南方日报》

咖啡致癌？ 没那么可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