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侯赛
通讯员 贺澜起

夏日里，食物中毒这事
儿离大家并不远，大伙千万
别掉以轻心。海南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群
众：夏日食物容易腐烂变质，
要谨防7种类型的食物中毒。

1、四季豆：生豆角中含
有一种叫做血球凝集素的有
毒蛋白，有的豆角还含有“皂
苷”，这两种毒素在高温时可
被分解破坏，若食用半生半
熟的豆角则会引发中毒。家
庭、建筑工地等在加工豆角
时，一定要彻底烧熟煮透。
消费者在外用餐时，要有自
我保护意识，若发现豆角色
彩鲜绿，则要先浅尝一口，没
有豆腥等异味时，方可食用。

2、食用蘑菇：盛夏气温
高、雨水较多，野生蘑菇生长
旺盛，是人们食用野生蘑菇
中毒的多发季节，最好不要
采摘、购买和食用野生蘑菇。

3、马铃薯：马铃薯在发
芽或未成熟时，含有毒性物质
龙葵素，摄入后易引起中毒。
应把马铃薯贮藏在低温、无阳
光直接照射的地方，不使用发
芽的和青皮土豆制作菜肴；家
庭食用青皮土豆时，应至少削
去0.2厘米厚度的皮肉并制
熟、煮透；烧煮时可加入少许
醋，能够破坏毒素。

4、变黏的酸菜：亚硝酸
盐具有很强的毒性，摄入过
多会引起中毒，并具有致癌
风险。各餐饮单位、集体（工

地）食堂、熟食加工等
单位严禁使用亚硝酸
盐，要加强内部管理，从正规
商场、超市购买食盐，并注意
包装标识，减少食物中毒事
件的发生。同时，随着气温
升高，腌制酸菜、咸菜的亚硝
酸盐的含量增加，一次性食
用过多或已变黏的酸菜或咸
菜，容易引发亚硝酸盐中毒。

5、隔夜隔顿的熟食：隔
顿、隔夜的食物要存放于冰箱
内，食用前需彻底再加热，这
样可以杀灭存储时繁殖的微
生物。如果发现熟食品变质，
应当坚决丢弃，因为变质食物
中的毒素靠加热是无法消除
的。

6、冷冻海鲜：水产品一定
要烧熟，蒸煮时需要加热至
100摄氏度并持续10分钟以
上。水产品烧熟至食用，放置
的时间不要超过2小时，最好
不要食用死亡的水产品。

7、街头熟食：购买熟食
一定要到有卫生许可证和冷
藏设施的超市或零售店购
买。购买时要观察其色泽、
气味，尽量少买路边摊贩出
售的自制熟食、凉拌菜、豆制
品等。街头熟食摊点大都无
相应的降温灭菌、防蝇防尘
设施，盛夏高温下细菌繁殖
迅速，容易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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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孙慧

进入夏至后，海南迎来了“烧
烤模式”，高温天气频繁，气温高，人
体易出汗，很多在室外作业的人喜欢
备一杯淡盐水来消暑。他们认为夏
天出汗过多，体内大量盐分也会随之
流失，淡盐水不但解渴还能补充钾钠
等能量元素。喝盐水补充能量到底
靠不靠谱？为此我们采访了省中医
院保健科副主任符光雄。

符光雄认为，酷暑时节，人
体主要靠排汗方式来散发体内
过多热量，保持正常体温。大
量排汗会造成体液流失，体液

中含有钾、钠、氯、钙等多
种电解质，是人体的重要
组成部分。正常情况下，

人体体液的电解质要
保持平衡，若是流失过
多不及时补充会造成

电解质紊乱，会
发生抽搐、晕倒

等中暑症状。
大 量 排

汗后，喝一杯淡盐水确实可以起到
解渴补充能量的作用，但因在日常
生活中我们摄入的食盐已经足够，
所以盐水解渴一定要适度。

符光雄说，按照我国营养协会
制定的食盐推荐摄入量，成人每天
摄入量不应超过6克。摄盐量如果
过多将会对血管、心脏及肾脏等健
康存在不良影响。摄入量过多将
会增加血液的量，造成血压上升，
同时心脏负担也会加重，有心脏病
史的人还可能会出现心肌梗塞、冠
心病等。

符光雄认为，在我们日常盐分
摄入量已经满足人体正常需求下，
如果不是因为大量出汗，没有必要
刻意多喝盐水来补充能量，通过凉
白开水、茶水等也可起到消暑解渴
效果。如果是在室外作业或运动，
在过量劳动强度下会比平常多流
汗，这时可考虑通过盐水或是运动
饮料来补充因排汗流失的盐分。

同时，摄入的盐分会经过肾脏
后通过尿排出体外，这时候由于钙
也会通过尿一同排出，很容易导致
尿路结石。而一旦尿钙增加，势必
导致血钙不足，骨钙就会流失到血
液中补充不足的钙质，长期以往很
容易导致骨质疏松症，因此在夏季

出汗较多的时候，应当重视钙
质的摄入，多注意食用富含钙

质的食物如牛奶、
豆腐等。

加冰可乐、冰冻雪碧、酸甜
乳饮料……一到夏至，高温下
各种甜饮料销量不断刷高，很
多人喜欢以清凉饮料来解决高
温口渴。但实际上，无论是果
汁饮料还是碳酸饮料，里面含
糖分过多，不宜多喝，多喝不仅
容易长胖，还可能引发部分疾
病。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
高，很多人选择以甜饮料替代
日常饮用水，以喝饮料来解决
口渴问题，但为什么经常会出
现越喝越口渴的现象？

夏天口渴要补水

喝甜饮料当心
“饮料综合征”

饮食贴士

吃什么预防便秘？
西红柿等五种食物很有效

便秘虽不是什么大病，却让不少人头疼。常
常食用西红柿等5种食物能有效预防便秘。

西红柿：夏天多吃些西红柿，能有效防止紫
外线侵害。此外，西红柿所含的维生素、茄红素，
柠檬酸、苹果酸、果胶等成分，也都是促进胃肠蠕
动的法宝。

酸奶：无论是传统型的酸奶，还是功能型酸
奶都是预防便秘的好食品。牛奶发酵过程中产
生的乳酸菌以及益生菌最大的益处是调整肠道
菌群，维持肠道功能平衡，既能防止便秘也能防
止腹泻。

蜂蜜：古代中医认为蜂蜜有以下效用：“除心
烦，通便秘，解虚热，疗心痛，税颜色，和百药，除
众病”。蜂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酵
素类物质，可以帮助人体消化、吸收并加强新陈
代谢。睡前来杯蜂蜜水，有助于预防便秘发生。

芦笋：芦笋低糖、低脂、高纤维，所含有丰富
的水分和膳食纤维使大便松软，易于排出。此
外，芦笋中叶酸含量很高，有助于胎儿神经管发
育，是准妈妈们的理想食物。

坚果：别轻视小小的坚果，其膳食纤维含量
不比蔬菜水果低。坚果中含有的维生素B和E、
蛋白质、亚油酸、亚麻酸能够增加肠道中双歧杆
菌含量，连同植物纤维素一起刺激肠道蠕动，从
而起到润肠通便、治疗便秘的作用。 （家医）

夏天喝盐水补钠
靠谱吗

嘴唇起泡
敷上土豆片

土豆不但味道鲜美，可做成多种美食，内服能
和中、消食、健脾，外敷有消肿解毒功效。现代科
学研究表明，土豆富含大量营养物质，每500克土
豆约含钙11～30毫克、磷15～38毫克、铁0.4～
2.8毫克、硫胺素（即维生素B1）0.03～0.05毫克、
核黄素（即维生素B2）0.03～0.06毫克等。

嘴上起泡，属于中医“上火”范畴。着急、发怒
等情绪变化容易伤肝，引起肝火上炎，故有皮肤起
泡症状。

另外，中医认为脾开窍于口，口周起泡，也是
脾虚的表现之一。土豆恰好既能消肿解毒，又能
健脾，所以外敷可起到“一石二鸟”的作用。虽然
西医看来它是病毒感染，但更深层次的病因在于
维生素，特别是B族维生素的缺乏。土豆含有大
量B族维生素成分，所以，用土豆片来治疗嘴上起
泡是有效的。

（养生）

肝火旺者
可用苦丁茶泡水喝

肝气郁滞者可用玫瑰花冲水喝。肝气郁滞主
要表现为情绪抑郁、胸肋胀闷或胀痛、妇女月经不
调或痛经、经前乳胀，这些不适有可能是肿瘤的前
兆。

美国医学界针对乳腺癌女性患者所做的调查
也发现，情绪抑郁是她们的共同特点，与“肝气郁
滞”主症相吻合。而玫瑰花可“理气解郁，和血调
经”，用于肝气郁结所致胸胁满闷，乳房胀痛等，每
次可用2—3粒冲水喝。

需要注意的是，女性经期血量增加，再“活血
调经”的话易致血虚，所以经期应停喝。

肝火旺者可用苦丁茶泡水喝。肝火旺盛者一
般都有急躁易怒、头晕胀痛、面红目赤、口苦口干、
耳鸣耳聋、失眠或噩梦纷纭、胁肋灼痛、小便短黄
等症状。

如果在生活中，你有难以控制的急躁易怒情
绪，晚上做梦多为噩梦，紧张害怕，就可以判断自
己是肝火旺盛，中医叫“肝火上炎”。有此症状时
可用苦丁茶泡水喝。由于苦丁茶属寒，无症状时
及虚寒者不建议饮用。

（禅茶）

所谓“粗粮”是相对于“细粮”而言
的，主要包括谷类中的玉米、高粱、燕麦、
荞麦等以及各种干豆类。所有的粗粮都
有一个“缺点”，即口感太粗不招人喜欢，
于是“粗粮饮料”横空出世。但是，喝粗
粮饮料真的就等于吃粗粮吗？答案是：
未必。

喝谷物饮料达不到补
充膳食纤维的目的

多吃粗粮有益健康是当前社会人
们对于粗粮的普遍认知，膳食纤维的
摄入与大肠癌的预防之间的联系也有
着明确的循证医学证据，但粗粮口感
不佳、难以消化的硬伤至今仍让它被
人们排挤在餐桌主流食材之外，取而
代之的是口感更好、更易摄入的粗粮
饮料。

在《GB10789-2007饮料通则》中，
对于“粗粮饮料”有明确的定义：谷物饮
料，以谷物为主要原料经调配制成的饮
料。《QBT4221-2011谷物类饮料》标准
中，对谷物饮料的含义作了更明确的界
定：“总固形物和总膳食纤维含量较少
的谷物类饮料。”按照规定，每100克谷
物饮料中，应含有膳食纤维至少 0.1
克。以某品牌玉米谷物饮料为例，每
100克饮料中含膳食纤维0.6克，而《中
国食物成分表》中的测定数据显示，每
100克鲜玉米中含2.9克膳食纤维，不
难看出，直接吃玉米和饮用玉米饮料，
膳食纤维的摄入量之间存在巨大差
距。通过喝谷物饮料来摄取膳食纤维
的做法并不可取。

喝谷物饮料要警惕多
余的糖和盐

每一种饮料在生产加工的过程中，为
了达到改善口感、增加保质期等一系列目
的，白砂糖与食品添加剂几乎是不可或缺
的。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来说，食品添加剂
的添加内容及添加数量只要符合国家标
准都是安全的，但从营养成分来说，“盐”
和“糖”是消费者需要关注的重点。

以同一款玉米谷物饮料为例，每
100克饮料中含碳水化合物9.6克，含钠
45毫克，一瓶饮料净含量240克，提供的
膳食纤维仅仅1.44克，而糖却有23克，
几乎相当于一个人一天可以额外摄入糖
分的上限。这样的饮料对于普通人来说
无伤大雅，但对于糖尿病患者、肥胖患者
来说不利于控制血糖平稳和能量摄
入，对于儿童来说，甜饮料的摄入也
有增加能量摄入、造成偏

食挑食的隐患。

谷物饮料适合老人和
孩子，建议在家自己做

对于消化系统退化的老人、肠胃消
化能力不佳的普通人和消化系统尚未
发育健全的少年儿童来说，粗粮的过多
摄入不但不能增加健康，反而有阻碍矿
物质消化吸收，造成营养不良的隐患。
因此，营养专家们提倡“粗粮细做”，即
将粗粮通过粗细搭配的形式，以更易于
接受的口感和更利于消化的形态进行
摄入，谷物饮料也是粗粮细做的一种尝
试。

相比去市场购买添加了大量糖和一
定食品添加剂的谷物饮料，自己在家制
作更值得提倡。一来食材更加新鲜，间
接减少钠的摄入；二来，可控制糖分添
加，以少添加甚至不添加为好，可满足全
家不同年龄段的需求；三来，不滤去玉米
皮、豆皮等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营养素
的部分，能摄入的膳食纤维更多。
但需要注意的是，谷物饮料是粗粮
细做的一种方式，但在进行粗
粮选择时同样应当考虑营养
均衡的基本原则，蔬菜
水果等应当正常摄入，
不可只依靠谷物
饮料摄入膳食
纤维。（桑酒）

■ 本报记者 孙慧

甜饮料越喝越口渴

三亚市营养协会培训中心主任、国
家公共营养培训师姜勇告诉记者，这是因
为甜饮料含有糖分，基本上一瓶500ml饮
料中，平均含有50克的糖分。当人口渴
时，喝甜饮料会让血糖值在短时间迅速上
升，而血糖上升又会导致人口干舌燥，造成
一种越喝越口渴的恶性循环。

这种状态就是俗称的“饮料综合
征”，当人习惯了甜饮料的酸甜凉爽的
口感，一旦喝没有味道的白开水或者凉
茶就会觉得格外不适，但是喝过多的甜
饮料，不但不能解决口渴问题，反而可

能导致能量摄入过度，造成肥胖、龋齿、
糖尿病等疾病隐患。

糖分摄入过多
易引发疾病

据省中医院保健科副主任符光雄
介绍，实际上，人们的日常三餐已经提
供了足够的碳水化合物和热量，再喝含
糖分过高的甜饮料是多余的。那些含
糖分过高的果汁、奶茶等甜饮料，经常
饮用害处不小,原因是:

一是糖分和热量摄入过多，在人
体内储存逐渐转化为脂肪，引起肥胖
问题，而肥胖又容易导致糖尿病。二
是这些过量摄入的糖分和热量难以

通过运动形式消耗掉。日常生活中，
人们都难以持续举哑铃、持续健身等
专业的有氧运动量，而像跳操、散步
等对减肥作用不大，难以消化掉储存
的过量热量。

白开水和蔬菜水果
是最佳补水水源

姜勇说，实际上，最解渴、最不让发
胖的解暑饮料是白开水。蔬菜和水果
也是很好的补水水源。

符光雄说，在炎热的夏天，不要等感
觉到口渴了才去喝水，口渴意味着人的身
体已经发出了缺水的危险信号。因此，平
时，可以时不时地喝上几口水，及时、持续

地补水。对于喝惯了甜饮料的人来说，一
下子改掉喝饮料的习惯也很难，可以先控
制每天饮料饮量在一瓶以内，逐渐改掉以
饮料解决口渴的不正确习惯。

姜勇建议，夏季也可以选择含水分
多的西红柿、西瓜、黄瓜、芥蓝、圆白菜

等水果蔬菜来补水。这些水果中不但
含有大量水分，还含有果糖、维生素等
人体需要元素，更适合于食用。如果不
适应直接生吃蔬菜，可以通过打蔬菜果
汁等来饮用，即可保持口感，又可健康
补水。

在温和天气下，轻体力活动的成年人
每天最好喝1200毫升水
（相当于6 杯，200毫升一杯）

在天气炎热、户外活动增多时，适量增加饮水量
保证每天正常补水的范围在1200-2000毫升

方便面油炸面饼致癌？
食药监部门解读近期流行的食品安全传言

■ 本报记者 侯赛

日前，由国家食药监总局、商务部、
工商总局等17部门联合主办的2014年
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在京举行。

作为今年食品安全宣传周重点活动
之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联合
多家单位，对近期较流行的食品安全传
言进行了解读。

误区1 方便面料包含防腐剂？方便
面油炸面饼致癌？

解读：方便面料包本身具有防腐功
能，根本不需要加防腐剂；油炸面饼营养
低，但不应直接与致癌关联。

对于方便面料包中是否含防腐剂，
专家介绍，食品变质主要是因为霉菌，而
霉菌在水分达到12%以上才会存活。方
便面料包中含水量一般在5%以下，霉菌
不会滋生，且料包中的食盐会抑制霉菌
生长，不需要防腐剂。

那么，方便面的油炸面饼会致癌
吗？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
员钟凯指出：谷物类制品中较典型的潜

在致癌物是丙烯酰胺。它是由高淀粉
低蛋白类食物（如面粉、土豆等），在高
温下烹调时产生的。钟凯提示，方便面
营养成分较新鲜食品差得多，长期大量
吃不值得提倡。

误区2 速冻水饺中的金葡菌会引起中毒？

解读：生产过程40摄氏度急冻可从
源头杜绝速冻水饺细菌繁殖，并且金葡
菌可在高温下全部杀灭。

现行速冻面米制品国家标准允许速
冻水饺里面检出一定限量的金黄色葡萄
球菌，但金黄色葡萄球菌依然让一些人
担忧。对此，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
心研究员刘秀梅表示：金黄色葡萄球菌
在空气、土壤等自然环境中广泛存在，速
冻水饺的烹饪方式让这种菌的存在可以
忽略不计，因为在100摄氏度条件下5分
钟就可将其全部杀灭。况且，在水饺出
厂前，生产商还将对包好的水饺进行零
下40摄氏度急冻，这也从源头上杜绝了
细菌的繁殖。不过，速冻水饺解冻化冻
超过一定时间很容易变质。因此，专家
提醒消费者，购买速冻水饺后，应尽量缩

短在途时间，尽快放入冰箱冷冻层保存，
在烹制的过程中，足够的温度和时长是
保障安全的关键。

误区3 隔夜菜会造成亚硝酸盐中毒？

解读：隔夜菜应适当保存，亚硝酸盐
含量上升但在安全范围内。

在将菠菜和猪肉经过烹制和不同条
件下的储存之后，通过正规机构检测了
亚硝酸盐含量的变化。得出的结果是：
隔夜菜在30摄氏度以上的开放环境放
置48小时，亚硝酸盐含量确实会有一定
幅度上升，但最终数值都在安全范围内；
如果在冰箱中储存48小时，亚硝酸盐含
量增长很少。专家提示，如果要吃隔夜
菜，要注意将剩菜及时用保鲜膜、保鲜盒
装好放进冰箱保存。

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宝国介绍，尽管
大剂量亚硝酸盐对人体有害，但如果用
量合适，并不会引起毒性。孙院士称，
正确、适量食用亚硝酸盐还能抑制有毒
细菌（肉毒梭状芽孢杆菌），因此世界各
国都允许熟食或肉制品中添加亚硝酸
盐。

喝粗粮饮料等于吃粗粮？未必！

夏季养生：

暖脾排毒姜枣茶

从立夏开始，到三伏前一天，这两个月是喝生
姜大枣茶暖脾排毒的好时机，特别适合在空调房
间办公的人群。

姜枣茶的功效：祛除寒湿，改善脾胃功能，提
高免疫力，促进水分代谢，瘦身消肿。

姜枣茶原料：生姜、大枣
在办公室工作的人士可以用泡茶的方法做姜

枣茶。做法：早上切3片生姜（要带皮），用保鲜膜
包好带到办公室，加3到6枚红枣（掰开），放保温
杯中，用沸水冲泡，盖上盖子焖一会就可以喝一上
午了。体虚的女性，再加点红糖。

对现代人来说，夏天不仅是防暑的问题，更要
防寒。这个寒，从两个方面来讲。一是风寒。夜
里开空调睡觉，寒气侵入毛孔了。早晨要赶快喝
点姜茶补救一下。二是内伤寒。现在有冰箱，夏
天好多人大量喝冰冻饮料。可是夏天人体的阳气
都浮在表面，内里是一座空城。冰冻的东西吃下
去，五脏六腑都会受害。常吃点姜，暖暖胃，不让
寒气积累起来害人。姜枣等要在中午以前喝完，
下午和晚上不适合喝姜茶。

以下情况慎喝姜枣茶：1、内热重（上火、口
舌生疮、咽喉肿痛）；2、皮肤病发作期（比如湿
疹）；3、孕晚期；4、女性生理期经量超多时；5、伤
口未愈合者。 （允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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