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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8

2020年食品安全与健康10个流言
中国科协科学辟谣平

台与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

会近日共同发布了“2020年

食品安全与健康流言榜”，

对十个流言进行了辟谣。

冷链食品外包装发现

新冠活病毒，看来不能再

吃冷冻食品了

真相：正规渠道购买

的正常冷冻食品可以食用。

截至目前，全球确诊病例中

并没有发现因为直接食用

冷冻食品而引起的感染。

泡发食物都很危险，

都会造成米酵菌酸中毒

真相：并非所有被浸

泡过的食物都含有米酵菌

酸，大可不必因此拒绝一

切浸泡食物。某些可能产

生米酵菌酸的食物，只要

浸泡时间合理，就可避免

中毒。黑木耳的浸泡时间

建议不超过4小时，水温不

超过 30 摄氏度。有实验表

明，泡发超过6小时，黑木

耳的边缘就会开裂，不仅

严重影响木耳的品质，也

使木耳更易受到微生物污

染。河粉、米粉在热水中

的浸泡时间不得超过20分

钟，食用前需再用沸水煮1

分钟左右。

吃冷冻肉有害健康

真相：肉类在温度极

低的条件下，蛋白质会发

生冷冻变性，确实会影响口

感，吃起来可能会比较干

硬。但蛋白质和矿物质的含

量基本不会在保存过程中

发生变化，虽然会损失小部

分可溶性蛋白质、盐类、维

生素等水溶性营养物质，但

并不会影响核心营养。

生乳标准低，所以奶

味变淡了

真相：《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生乳》适用于生乳，不

适用于即食生乳。也就是

说，这个标准针对的是那

些被加工成鲜牛奶以及奶

粉、冰激凌等奶制品的原

料，而不是我们直接会喝

到嘴里的鲜牛奶产品。

复原乳没营养，是一

种“假牛奶”，甚至可以说

是牛奶中的“地沟油”

真相：鲜牛奶是指牛

奶脱离牛体 24 小时之内

的牛奶；复原乳又被称为

“还原乳”或“还原奶”，是

将干燥或者浓缩后的乳

制品与水按比例混合均匀

后获得的乳液。相比鲜牛

奶，复原乳的生产工艺增

加了高温杀菌的步骤，但

对于主要营养成分（如蛋

白质和钙）几乎没有影响。

不过，目前市面上用复原

乳制成的产品一般都含

有糖、香精等，建议消费

者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相

对适合的奶制品。

加食品添加剂的零食

都是不健康的

真相：每种合法的添

加剂都是为了实现某种特

定功能，能改善风味、口感

或安全性。不添加则意味

着要牺牲掉某些品质。例

如，少了防腐剂，食物更容

易变质。现如今，我国对各

类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范围

和剂量制定了严格、详细

的标准，允许使用的食品

添加剂都经过了科学、严

格的安全性测试和评估。

而媒体报道的三聚氰胺、

苏丹红等有害物质，其实

是非法添加物，本来就不

应该出现在食品中，却让

食品添加剂背了黑锅。

速冻食品没有营养

真相：速冻食品不仅

仅是把食物冻起来这么简

单，它最大的特点是冷冻

速度非常快，由于降温速

度很快，能最大限度地保

留食物的营养和口感。以

速冻蔬果为例，它们一采

摘下来很快就会在-18℃

的条件下进行冷冻。在这

个温度下，蔬果的呼吸作

用几乎停滞，微生物也无

法生长繁殖，可能还更有

助于营养物质的保留。

国产食盐里的亚铁氰

化钾有毒

真相：亚铁氰化钾是

我国食用盐中允许添加的

一种抗结剂，在常规烹饪

条件下不会产生氰化钾。

按照相关规定在食用盐中

合理使用亚铁氰化钾，不

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食用隔夜菜会导致肾

衰竭

真相：隔夜菜密封后

冷藏较短时间食用不会

对健康造成危害。有实验

表 明 ，如 果 烹 调 后 不 翻

动，放入冰箱 4 摄氏度冷

藏，菠菜等绿叶菜 24 小时

之后亚硝酸盐含量约从 3

毫克/千克上升到 7 毫克/

千克，所以每天吃半斤菠

菜完全无须担心致癌问

题 。隔 夜 茶 的 道 理 也 一

样，会致癌的说法纯属谣

言。

塑料包装的食品会引

发癌症

真 相 ：允 许 用 于 食

品包装的塑料都经过严

格 的 安 全 性 审 查 ，食 品

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塑

料 包 装 ，不 存 在 安 全 问

题 。目 前 没 有 任 何 科 学

证据证实塑料包装会引

发癌症。

（据《中国市场监管

报》《北京晚报》）

氧是人体生命活动不

可缺少的元素，正常人偶

尔会出现缺氧症状（如剧

烈运动），但长期处于缺氧

状态的人会出现免疫力降

低、易感冒、运动耐力下

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且

带来缺氧相关的并发症。

发现自己有轻度缺氧（如

常头晕、精神差、打哈欠、

整天感觉疲倦、乏力、记忆

力变差等），不要恐慌，掌

管呼吸的肌群可通过一定

强度的锻炼来提高，进而

改善肺功能。

深呼吸 吸气时，嘴

巴关闭；呼气时，可适当放

缓速度，延长呼气时间。吸

气和呼气的时间比约为1∶

2或1∶3，比如吸气2秒，呼

气6秒，持续15次。

吹蜡烛 在面前15～

20 厘米处放根蜡烛，呼气

时以火苗倾斜但不灭为

宜。该方法可减

慢呼吸频率，增

加肺通气量。

腹式呼吸

半卧位，双膝

半屈，左手置于

前胸，右手置于

上腹部；鼻子缓

慢吸气，腹部鼓

起 ，右 手 被 抬

高；呼气时，腹部内陷，右

手下降。全程尽可能用鼻

子呼吸，每分钟7～8次。练

习15次。

吹气球 取仰卧位，

双脚抵墙，膝关节成90度，

膝盖间夹住一个球；手拿

气球，用鼻子吸气，持续

3～4 秒；嘴呼气，吹起气

球，持续5～8秒，停顿2～

3秒。重复6～8次。

胸廓上下拉伸 取坐

姿或站位，双手抱头；吸气

至身体稍后倾，双肘关节尽

最大能力向后靠；呼气时，

上身下压靠近腹部，利用肘

关节和肩关节内收的力量

挤压胸廓。重复4次。然后，

双手交叠平放于腹部，吸气

时，腹部鼓起对抗双手，重

复4次，可有效训练膈肌。慢

阻肺、心力衰竭患者进行相

应训练，可提高肺功能。

（据《广州日报》）

5个方法锻炼吸氧能力

小症状或是病根埋得深

很多人出现身体不适时，常凭一些常识自诊自治。但

实际上，一些小毛病并不像我们想得那么简单，有些可能

是深度疾病的外在表现，如果反复出现，且进行性加重，要

及时就医。

腰疼不一定都是腰的事。50岁的史女士感到右腰一

阵阵钻心般的疼痛，在理疗店按摩了3天后，症状非但没缓

解，腰部还长了不少水疱。到医院皮肤科检查，才知道是“带

状疱疹”惹的祸。带状疱疹发病时，症状多种多样，极易误

诊。比如，带状疱疹侵犯面部，出现疼痛，患者误以为是牙痛

而跑去看口腔科；侵犯腰部，又跑去看骨科。带状疱疹的黄

金治疗期是72小时，及早诊治，能减少后遗神经痛的概率。

打嗝可能是胃病引起。如果发现自己经常打嗝，且在

没有吃饱的情况也出现打嗝、嗳气，有可能是胃部感染了

幽门螺杆菌。幽门螺杆菌感染后发作的胃炎，多数患者会

出现上腹部隐痛、胃疼、食后饱胀、食欲不振及嗳气等症

状。值得警惕的是，反复频繁、不易停止的打嗝也可能是消

化道肿瘤的症状之一。研究发现，在中风前，有些患者也会

出现反复打嗝的现象。

食欲减退不都是肠胃病。通常我们会把食欲减退、恶

心等症状当作胃肠疾病，其实也可能是肝病。肝病患者初

期症状不典型，常伴有食欲不振、恶心、上腹部不适等。随

着病情加重，患者会逐渐出现皮肤及巩膜黄染、乏力等症

状。如患者反复食欲减退或恶心，甚至进行性加重，需及时

就诊。 （据《银川晚报》）

35岁的张先生平时应

酬较多，少不了喝酒、吃

肉、熬夜，体检时被查出轻

度脂肪肝。张先生以为是

小事，直到右上腹隐隐作

痛时，才发现已转为中度

脂肪肝。

张先生有些纳闷，自

己明明是个瘦子，怎么会

得脂肪肝呢？

一般来说，肥胖人群

中有60%~90%的人患脂肪

肝，但肥胖只是得脂肪肝

的风险因素之一。出现脂

肪肝还有其他原因，比如

胰岛素抵抗、遗传代谢等。

“瘦子”内脏脂肪沉积过多，

也会出现脂肪肝。特别是消

瘦的人或短期内快速减肥

的人，会出现蛋白质-热能

营养不良，影响肝脏的脂肪

代谢，也会发生脂肪肝。

此外，有的人选择吃

素，认为吃得清淡就不会得

脂肪肝。其实这么做只会事

与愿违。素食中往往缺少蛋

白质和维生素，不能满足身

体的需要，机体就会将大量

游离脂肪释放入血，一旦超

过脂蛋白运输能力就会沉

积在肝脏中，从而引发营养

不良性脂肪肝。因此，均衡

饮食非常重要。

日常生活中，大家还

常常陷入另一个误区，那

就是有些人认为脂肪肝轻

度等于肝的损害轻。实际

上并非如此。如果用胖和

瘦做比喻，体检报告中 B

超提示的脂肪肝的“轻、

中、重”度更多地是指肝细

胞“变胖”的程度。这和肝

细胞是否破裂、损害进而

造成肝功能异常，并不一

定成正比。也就是说，“轻

度”脂肪肝完全可以发生

肝损害，变成脂肪性肝炎；

“重度”脂肪肝也可能不发

生肝损害，依旧是单纯性

脂肪肝。因此，尽管重度脂

肪肝变为脂肪性肝炎的风

险更大，但不代表轻度脂

肪肝就没问题。无论脂肪

肝的程度或轻或重，我们

都需要重视。

（据《大河健康报》）

瘦子也会得脂肪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