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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峰居然会“走路”

微科普

在我们印象当中，山峰似乎都是给人一种千古不变的感觉。 但
近日，科学家发现，由于地壳的不断运动，很多山峰其实也都在不
停地移动，其中就有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

科学家表示，珠峰乃至整个青藏高原，是印度板块和亚欧板块
碰撞挤压而成，挤压一直在进行，所以珠峰相对位置每年都会发生
变化。 据专家介绍，珠峰移动速度是每年 4.2 厘米，朝着东北方位
移，这个方向就是对着长春。

(胡晓艳)

▲汤煮咸了， 找块干净的小纱
布，包上两勺生粉、面粉或大米，放
在汤中搅拌一下即可吸走盐分，使
汤变淡。

▲腌制或做腊肉时， 加点糖可
让肉更鲜嫩。

▲泡发木耳时， 在盆中加适量

的水， 用手猛烈的抖动可减少泡发
的时间。

▲洗猪肚， 可将猪肚内面用
烧干的锅面来回蹭、烫，猪肚中的
黏液就会黏在锅上， 从而消除异
味。

（摘自《保健时报》）

厨房小知识

典故： 珍珠翡翠白玉汤
是一道用白菜帮子、 菠菜叶
儿（翡翠），馊豆腐（白玉）和
剩锅巴碎米粒儿（珍珠）做成
的一道汤品。民间相传，明祖
朱元璋少时家贫，讨饭为生。 一次，
他一连三日没讨到东西， 在街上昏
倒了， 后被一位路过的老婆婆救起
带回家， 将家里仅有的一块豆腐块
和一小撮菠菜、红根绿叶放在一起，
浇上一碗剩米饭一煮， 给朱元璋吃

了。 朱元璋食后，精神大振，
问老婆婆刚才吃的是什么，
那老婆婆苦中求乐， 开玩笑
说该菜叫“珍珠翡翠白玉
汤”。

做法：将葱末 10 克，豆腐 200
克切丁，娃娃菜 100 克切段，倒入清
水中。再将 500克豆腐倒入水中，置
入毛豆 50 克，盐 2 克，鸡粉 3 克，再
将大火煮沸， 最后倒入娃娃菜，葱
末，香油 5克，搅拌均匀。 （王平）

珍珠翡翠白玉汤

夏天到了，天气渐热，开空调、吃西
瓜的日子似乎也到了。 但如今疫情防控
还不能松懈，那么，空调可以开吗？ 久在
空调房，可能会面临哪些“空调病”的风
险？ 今年夏天， 如何健康科学地解暑降
温？

掌握正确的开启“姿势”
商场、写字楼、医院、大型宾馆等场

所往往使用中央空调， 而在密闭的空
间使用中央空调有可能导致新冠病毒
传播。

对于中央空调，使用时最核心的一
点就是保持全新风运行，并且要关闭回
风系统。 有些空调自带空气净化消毒装
置，这种空调系统一定要严格地按照产
品使用说明进行操作。

相比于中央空调，家用空调是否有
风险？ 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空调是分体
空调，也就是一室一机。 这种空调使用
时，空气通过空调器在单独的室内自行
循环，不存在各居室的交叉污染，所以
基本安全。

家用分体式空调是一个室内机，只
要家里没有病毒，空气就只是在家中循
环，然后通过室内外风的压差，让室外
空气进入屋内。 一般来说，室外的环境
空气是洁净的空气，而洁净的空气不仅
不会传播病毒，而且对健康有利。

凉气侵体警惕“空调病”
打开空调享受凉爽， 除了病毒、细

菌等方面的顾虑，其实更需要注意的是
久待空调房，容易引发多种“空调病”。

医学上并没有“空调病”这种疾病,
这是一个社会学诊断的病名，更像是约
定俗成的一种说法，通常是指与空调有
关或空调引起的相关疾病。

“空调病”最常见的是感冒，室外气
温高，一进入空调房，身体受寒，会出现
打喷嚏、咳嗽，甚至是发热、头痛等症
状。 还有一些人群易出现消化道不适症
状，如肚子疼痛、腹泻，也有人可能出现
恶心、呕吐，甚至是厌食等不良反应。

对于年龄较大、体质较虚弱的“阳
虚”人群，如果平时就伴有颈、腰、关节
等基础病，吹空调受凉、受风之后，容易
引起原有颈椎病等复发或加重，腰腿关
节疼痛、肌肉酸痛等。

（摘自《科技日报》）

苹果大蒜能净化血管
谣言:有人称，苹果和大蒜配在一起是

天然的阿司匹林，能够让血管干净如初。
真相 :实际上，苹果和大蒜，只是普通

的水果和调料类配菜。 长期不吃水果或许
会导致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 但吃苹果并
不足以通血管。

至于大蒜，只是炒菜时的配菜，并不能
通血管。 大蒜提取物大蒜素有预防动脉硬
化， 保护心脏等功效， 但这是大蒜的提取
物，需要一定浓度或一定量才有效，跟吃大
蒜不是一回事。

(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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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夏日遇上新冠病毒，空调该如何使用

如何避免“螂灾”
夏天是蟑螂活跃的高峰期。由于南方

阴暗潮湿，不少家庭都有蟑螂的困扰。 那
么该如何防治蟑螂呢？

最快见效的方式是投药。用面粉或马
铃薯混合硼酸捏成小团， 放在蟑螂常出
没处，能快速有效减少蟑螂的数量。 但这
种方式只能消灭一定数量的蟑螂， 并不
能治本。

完全根治蟑螂， 需要保持室内清洁。
蟑螂并不适应清洁、干燥的环境，所以用
餐后要将食物及时密闭，将地上及垃圾袋
内的垃圾及时清理，并将餐具用热水冲洗
干净，不洁的餐具会吸引蟑螂的目光。 另
外炉灶等处也要定期的清洁。

（王华）

剩汤煮沸盖严易保存
人们常用大锅炖肉，但剩下骨汤体积

较大不易存储，这时最简单的存储方法就
是把锅里的汤重新煮沸杀菌，然后盖严盖
子小火继续煮 5-10 分钟后关火， 且保证
锅盖绝对密封且不被打开，这样就可以把
汤放到第二天早上而不会腐坏。

如果剩的汤比较少，煮沸之后及时装
入盒中，轻盖盒子，待凉到室温时盖严，再
次放冷藏室保存，等到次日再把汤煮沸一
次，就能放心享用了。 此外，剩豆浆、剩米
糊等液体食物也都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
来保存。

（云君）

春天每年变短 30秒
这里所说的春天，并非气象学上的春

季，而是天文学上从春分点到夏至点之间
的时间。 几千年来，北半球这段时间每年
都会变短 30秒。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这是因
为，地球的四季变化源于地轴的倾斜。而
由于地球是个椭圆形， 地轴从竖直状态
到倾斜 23.5 度，意味着在 6 个月的时间
里，北半球稍向太阳倾斜，而在剩下 6 个
月中，南半球则向太阳倾斜，从而导致地
球在运行轨道上所处的点会有轻微变
动。 明年的夏至点会来得比今年更早一
些，在数千年后，春分时间的变动会变得
更加明显。

（刘钊）

拼音输入法影响
儿童神经发育

近日有研究表明，儿童大量使用拼音
输入法会影响儿童阅读相关的神经发育。

儿童的中文阅读区临近大脑的运动
区，而写字依赖手部动作，所以对于提高
阅读能力比较重要。 与之相对的是，母语
为英文的儿童，英文阅读区临近大脑的听
觉区，所以学英文主要就靠听。 随着数码
化、电子化产品的普及，儿童经常使用电
脑、用拼音输入法打字，手写汉字的时间
越来越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脑阅读
区的发育和形成。 在此情况下，小孩子最
好少用电子设备，尤其是不要用拼音输入
法，否则阅读能力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谭力海）

锻炼得用巧劲
锻炼身体是好事， 但并非“多多益

善”。 蛮练可不行，得循序渐进才好。
健身的目的是强健体魄，如果急功近

利则可能会适得其反。 如果一次运动太过
剧烈，容易损伤身体，锻炼效果反而适得
其反。

为了避免受伤，在运动前一般需要热
身。 热身需要循序渐进，一开始可以做些
简单的拉伸动作， 然后进行跑跳动作，使
心肺等器官适应运动的节奏。 剧烈的运动
前，比如打羽毛球或篮球，至少要热身到
身体发热、微微有出汗的感觉。

（窦瀚洋）

自言自语，有时能减压
刻意地自我对话，大声把感受、想法

说出来或通过纸笔把思想写出来，对缓解
焦虑很有好处。

据发表在《体育与运动心理学》上的
一项研究发现，成绩优异的运动员往往最
爱在比赛前自言自语，他们认为这有助于
提升自信心。 在面对潜在的恐吓、威胁或
压倒性的局面时，低声对自己说出鼓舞人
心的话，表达真实的想法和感受，能安稳
内心。

当自己觉得烦闷时，写下一些激励自
己的事，例如自己的长处和来自他人的积
极肯定，然后站在镜子前大声对自己说出
这些事，能有效提升自己的自信心，减少
压力。 平时多做这种正面的自我激励练
习，会提升自我肯定，减少自暴自弃。

（郭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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