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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鸡蛋变质的
原因是什么？

蛋壳看似致密， 实则有
很多透气孔， 一方面帮助鸡
蛋呼吸， 另一方面也成为了
细菌攻击的通道。 鸡蛋腐败
变质的原因包括母禽吃了被
污染的饲料和蛋壳接触到了
污染物， 具体来说有以下三
种情况。

细菌污染 鸡蛋可能被
多种细菌污染， 比如变性杆
菌、 无色杆菌、 假单胞菌等，
最常见的就是沙门氏菌了 。
沙门氏菌污染鸡蛋后， 无色
无味， 人体被感染之后， 通
常在 8 到 72 小时之间出现症
状， 一般是腹泻、 腹痛、 发
烧等。 对于多数人来说， 即
使不进行治疗， 这些症状也
将在 4～7 天之后消失。 不过，
如果感染者是老人 、 小孩 、
孕妇、 患病人士等免疫力较
弱的人群， 就可能比较严重，
甚至导致死亡。 且沙门氏菌
可以产生毒素， 即使细菌被
杀死了， 毒素依然会对人体
产生严重影响。

化学污染 汞是造成鸡
蛋被污染的重要化学物质 。
汞可能来自空气、 水或者饲
料。 此外， 农药、 激素、 抗
生素及其他化学物质也会通
过母禽传入蛋中。

其他污染 在运输和储
存的过程中， 如果新鲜鸡蛋
与蒜、 葱、 鱼、 香烟等有异味
或腐烂变质的动植物放在一
起， 新鲜鸡蛋也会产生异味。

储存鸡蛋
到底能不能清洗？
小小的鸡蛋结构复杂 ，

光是蛋壳就包含了五层不同
的物质。 蛋壳从内到外分别
是： 第一层蛋壳内膜， 也就
是剥鸡蛋时能看到的那层膜，

之后分别是蛋壳外膜、 乳头
状锥形层、 栅状层和蛋壳膜。
蛋壳的外表看上去很致密 ，
但它其实是多孔结构， 为了
内部生命演化时可以透气。

用水清洗鸡蛋， 很容易
导致细菌侵入 、 水分蒸发 ，
使鸡蛋变质。 所以， 建议大
家购买超市里的 “清洁蛋”。
我国目前还没有针对清洁蛋
的国家质量标准， 优先选择
正规超市的盒装品牌蛋就好。
如果买了市场里的散装蛋 ，
表面不是特别脏的话， 也没
必要洗， 直接存放就行。 总
之， 需要储存的鸡蛋不要冲
洗， 在准备吃之前， 可以清
洗干净再下锅煮熟。

鸡蛋如何正确储存？
鸡蛋很容易被各种物质

污染， 怎样才能正确地储存
鸡蛋， 让我们安全地食用呢？

勿冷冻 冷冻会使蛋白
质发生变化 ， 导 致 蛋 黄 凝
固， 还有可能发生蛋壳破裂
的情况。

忌冲洗 如果买回来的鸡
蛋不干净的话， 可以放入塑
料袋或者盒中存放 ， 在食用
之前再把表面的污垢冲洗掉 。

不混放 存放的鸡蛋外
壳上有很多致病菌和污垢 ，
不要买回来直接就放进冰箱，
造成与其他食物的交叉感染。

别横放 放置鸡蛋的时
候， 注意将大的一头也就是
有气室的一头朝上， 可以延
长保存时间， 还能防止煮蛋
时由于蛋黄靠近蛋壳而散黄。

最后， 要注意鸡蛋不能
无限期地存放下去。 一般来
说， 储存 1～2 周的鸡蛋食用
是没有问题的， 最长不要超
过 1 个月， 否则不仅营养成
分会大量流 失 ， 还 会 变 成
“坏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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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冬季 ， 人们都希望暖气烧得热些 ，
且喜欢将门窗紧闭。 殊不知， 这样会造成室
内空气流通不畅、 温度过高、 空气干燥， 引
起免疫功能下降， 导致人们烦躁不安、 头晕眼
花、 鼻咽干痛、 软弱无力等， 这些症状在医学
上称为 “暖气病”。 预防 “暖气病” 应注意以
下几个方面：

室内温度别太高 冬天室温不宜过高 ，
18℃～22℃最为适宜。 一方面可以避免室内外
温差过大， 另一方面也避免室内空气太干燥。
冬天室温稍微低点对健康更有利， 研究表明，
室温在 15℃～20℃ (17℃最佳) 时， 脑力工作
者的工作效率最高。

多吃韭菜胡萝卜 每天要保证 2000 毫升
的饮水量， 还要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 皮肤较
干的人， 可以多吃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 如
韭菜、 胡萝卜、 牛奶、 小白菜、 茴香、 菠菜、
动物肝脏等。

洗澡别太勤 冬天洗澡不宜太勤， 一般每
周一两次即可， 且水温不要太高， 尽量不用肥
皂， 洗澡后应涂抹甘油、 白凡士林等油脂较多
的护肤品。

暖气片上放盆水 空气中相对湿度在 45%
～65%时， 人体感到最舒适。 用加湿器时， 一定
要保证每天换水， 每周清洗一次， 否则容易滋
生病菌， 引发呼吸道感染。 最好的办法是加大
水和空气接触的面积， 比如用拖把多拖几次
地。

每天通风半小时 北方人有 “猫冬” 的习
惯， 冬季户外活动减少， 更要适当开窗通风。
最佳时间段为上午 9 点至下午 5 点之间， 开窗
通风半小时左右。

室内可养花草鱼 当空气湿度低于 40％的
时候， 各种细菌繁殖速度就会加快。 除了用加
湿器、 摆盆水来加湿外， 室内多养些绿色植
物， 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此外， 在室内养一
缸鱼， 对空气加湿也有好处。

户外锻炼常坚持 冬季要坚持户外锻炼， 以
减少 “暖气病” 的发生。 冬季锻炼应根据天气
情况和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来合理安排运动量，
一般可以选择慢跑、 骑自行车等方式。 刚开始
锻炼时， 尽量不要立即脱掉外衣， 等身体微热
后再逐渐减衣。 锻炼结束后进入室内， 应立即
擦净身上的汗液， 换上干燥的衣服， 以防感冒。

山东省平阴县卫生健康局
副主任医师 朱本浩

天气寒冷， 各种冬被纷纷上市， 不同被子
适用于不同人群， 怎么挑选适合自己的冬被呢？

从填充物来看 ， 市面上主要有化纤被 、
棉被、 羊毛被、 蚕丝被、 羽绒被这 5 个种类，
棉被和化纤被较平价 ， 其他 3 种价格稍高 。
化纤被价格较低 ， 但盖上容易使皮肤干燥 ，
加上冬天开空调或暖气， 空气已经十分干燥，
不建议使用化纤被。 棉被保暖性和舒适性好，
但过于厚重 ， 不建议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盖 。
羊毛被吸湿性好， 还有抗菌抑螨效果， 适合
风湿病人、 爱出汗的人、 婴儿和老人。 蚕丝
被轻暖舒适 、 纤维柔软 ， 还有一定的防螨 、
抗菌、 防霉效果， 但偏薄， 更适合夏秋使用。
中老年人及体弱者冬天盖蚕丝被， 可能会受
寒而出现身体不适。 羽绒被保暖性好、 比较
轻盈， 升温时间最短， 最适合冬季盖， 但部
分人及婴幼儿可能对羽绒过敏， 建议用其他
被子代替。

朱广凯

市场上的马桶品种很多，
但质量不一 ， 选购马桶时 ，
不要只注重外观 ， 而忽略了
实质 。 挑选质量好一点的马
桶， 要掌握以下七个关键。

釉面 质量好的马桶釉
面光洁顺滑 、 无起泡 、 色泽
饱和。

口径 大口径排污管道
且内表面施釉的， 不容易脏，
排污迅速有力 ， 可有效预防
堵塞 。 将整个手放进抽水马
桶口 ， 一般能有一个手掌容
量为最佳。

水件 水箱不出水大多
是水件质量不过关 ， 要选择
按钮能发出清脆声音的水件。

听声 用手轻轻敲击马
桶 ， 如果声音沙哑 ， 不清脆
响亮 ， 很可能有内裂或是产
品没有烧透。

水箱 抽水马桶的储水
箱漏水除有明显滴水声响可
断定外 ， 还可在水箱内滴入
蓝墨水 ， 搅匀后看马桶出水
处有无蓝色水流出 ， 如有则
说明有漏水的地方。

冲力 马桶冲水方式可
分为冲落式 、 虹吸冲落式 、
虹吸旋涡式等 。 冲落式及虹
吸冲落式所需的注水量约 6
升左右 ， 排污能力强 ， 冲水
时声音大 ； 旋涡式一次用水
量大 ， 有良好的静音效果 。
建议购买直冲虹吸式马桶 ，
它兼有直冲、 虹吸两者优点，
既能迅速冲洗污物 ， 也能起
到节水的作用。

出水口 卫生间的出水
口有下排水和横排水之分 ，
要量好下水口中心至水箱后
面墙体的距离 ， 买适宜型号
的马桶来对距入座 ， 否则马
桶无法安装 。 横排水马桶的
出水口要和横排水口的高度
相等， 最好略高一些。

胡佑志

选购冬被有讲究

鸡蛋储存不当
当心变“坏蛋”

日前， 辽宁沈阳市的一家三口，
因吃了炒鸡蛋而出现中毒症状， 呕

吐、 高烧、 腹泻， 继而被送往医院抢救。
经过调查， 中毒的原因是食用的鸡蛋变质所致。
而变质的诱因竟然是鸡蛋储存前被清洗过。

鸡蛋是大多数人每天最重要的食品之一， 含
有丰富的营养物质， 且食用简单方便。 不过， 小

小的鸡蛋如果储存不当变成了“坏蛋”， 就
可能潜藏着较大的健康风险。

挑选马桶
看七个关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