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町芒研究院在统计
了248款“儿童食品”的
配料情况后发现，能够做
到“无添加”的产品仅有
59.3%。绝大多数的糖
果类零食包含添加剂，比
例达到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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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零食含有添加剂产品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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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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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9月起，劳动课将
成为中小学的一门独立课
程。消息一出，家住海甸岛的
赵思瑶女士表示很开心，“挺
好的，可以培养孩子动手和实
践能力。”为了培养孩子对烹
饪的兴趣，赵思瑶立马从网
上下单了一套迷你厨具，准备
周末节假日就让孩子先操练
起来。

“外观更可爱时尚，功能
上和普通厨具没有太大区

别，只是整体尺寸缩小了，俨
然迷你版小厨房。”赵思瑶
说，自己买了一个迷你版的
一体烹饪机，总共花了 399
元，“贵是贵点，品牌货更安
全，做出来的食物吃到肚子
里也放心。”

海南日报记者打开某网
购App，搜索“儿童厨具”发
现，电热炉、平底锅、电饭
煲、刀具等一应俱全，不同
套餐还会有不同的搭配。尽

管是“迷你”尺寸，但儿童厨
具的价格却比成人厨具还
贵，售价从几十元到三四百
元不等，不少店铺月销量已
过万。

在 商 品 评 价 区 ，不 少
家长秀出自家“小厨师”亲
手做出的美食照片，并附
上好评：“让孩子喜欢上了
做饭，挺实用”“刚收到有
点味道，但是用几次就好
了”……

“儿童食品”：
噱头多，标准少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走访了海口
的几家大型商超，了解这类食品的销
售情况。

“这款儿童面条不含添加剂，而
且添加了多种营养元素，也比普通
面条更易消化，适合给宝宝做辅
食。”站在面食专区的朱女士经过一
番精挑细选后，将一袋包装精致的

“儿童营养面条”放进了购物篮里。
与同品牌普通面条相比，“儿童面
条”分量不到其一半，价格却翻了一
倍以上。

在某电商平台搜索“儿童酱油”，
其中卖得最火爆的商品月均销量超
过了一万。详情页中，“低钠减盐”

“特级酿造”“有机原料”“添加益生
元”等宣传语十分醒目，与之相配的，
是该商品高出了普通酱油近一倍的
价格。

“很多‘儿童食品’的宣传卖点其
实是一种营销策略，对孩子的成长发
育并不会有很大的影响。例如普通
酱油少放一些，同样可以达到‘低钠
减盐’的目的。”海口市人民医院临床
营养科主任徐超表示，这些卖点可以
作为购买食品的参考选择，但并不是
必需的。

事实上，目前我国并没有设置专
门的“儿童食品”分类，市面上的“儿
童食品”更多是针对儿童营销的食
品。被冠以“儿童”字样的食品，往往
能卖出高于市场的价格，但就营养程
度和普通食品相较，很多时候区别是
微乎其微的。

“比如，酱油本身就是一种调味
品，无需为‘儿童酱油’更营养而买
单。”徐超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不过对
于缺铁性贫血的儿童而言，可以选择
添加了铁元素的铁强化酱油替代普
通酱油。

在众多“儿童食品”的卖点当中，
“添加营养元素”对消费者有着很大
的吸引力，但大部分情况下，这只是
一种营销手段。“例如一些‘高钙零
食’，其中添加的钙是非常少的，远远
没有喝牛奶或吃钙片的补钙作用
大。”徐超提醒，家长们切勿盲目购
买。

家长：
提高营养健康素养

在徐超看来，“儿童食品”并不
能和健康、营养划上等号，食品是否
能够满足孩子在各个年龄段中所需
的营养，才是家长所应该参考的标
准。

“儿童在生长发育过程中，最

需要补充的营养物质是维生素A、
维生素D和钙。不同的年龄阶段
对维生素或其他微量元素的需求，
也是有区别的。”徐超表示，在日
常的饮食中，普通食材通过科学合
理的搭配制作，完全能满足孩子健
康成长所需。

而一味地跟风购买市面上所谓
的‘儿童食品’，反而可能会让孩子
摄入一些影响健康发育的物质。“例
如柠檬酸等添加剂摄入过多，会影
响钙的吸收，容易导致低钙血症。”
徐超建议，家长要关注食品的配料
表，特别是其中的添加剂成分。

比起购买“儿童食品”，徐超建议
家长更需要学习儿童饮食的营养健
康知识。

如果想要获取权威的入门营养
知识，徐超为大家推荐了今年中国营
养学会编制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
南（2022）》，其中有关于不同人群的
营养膳食推荐。在今年最新版的《指
南》中，将“会看标签”单独列出，作为
其中一条准则重点推荐。“比如食品
中含有反式脂肪酸等不健康的成分，
就不建议选择；如果糖排名比较靠
前，说明这款食品含糖量高，需要格
外注意。”徐超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标
签上蕴涵了许多营养知识，看懂配料
表和营养成分表，能让我们更加科学
地选购到健康营养的食品。

1.问：种植牙安不安全？
答：种植牙手术过程很安全，只要

完成术前拍片、生化检查、口内检查等

全部检查，满足种植牙的条件，那么整

个种植过程是很安全的。

2.问：种牙有后遗症吗？
答：只要患者在戴完牙后，做到日

常维护到位，遵医嘱，定期复查，基本上

不会出现后遗症。

3.问：种牙疗程要多久？
答：骨条件好的，一般植入3个月以

后就可以做修复；骨条件不好的，需要

植骨，时间在4个月以上。

4.问：当天就能种好吗？
答：口腔局部条件和全身条件满足

手术适应症的前提下，无牙颌患者可以

在一天之内完成拔牙、种牙和戴牙的全

部过程。

5.问：种植牙能使用终身吗？
答：①要看种植体的材质。

②要看口腔卫生维护情况。

③本身骨骼的健康程度。

综合以上几个方面，可以评估种植

体能否使用终身。

6.问：种植牙要保养吗？
答：种植牙在戴完牙后，也需要去

维护和爱护它。日常的清洁、口腔卫生

维护、定期到医院复查，都是非常重要

的。

7.问：不同价格种植牙差别在哪？
答：市面上种植牙的品牌很多，价

格差别主要是由种植系统的品质差别

决定的。

种植牙七问

所谓“冬病夏治”，是指对于一些在冬季容易
发生或加重的疾病，在夏季给予针对性的治疗，提
高机体的抗病能力，从而使冬季易发生或加重的
病症减轻或消失，夏季三伏天是一年中天之阳气
最盛和人之阳气最旺之时，此时将辛温中药做成
药贴，直接贴敷于特定穴位，刺激穴位，并且利用
中医经络理论以达到振奋阳气、散寒祛湿、通经活
络和通调气血的目的，有利于提高患者自身的免
疫力，促进慢性病的恢复和预防疾病。

三伏贴是冬病夏治的一种治疗方法，是中医
学“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和“未病先防”的疾病预防
观的具体运用。三伏贴是通过在夏季自然界阳气
最旺盛的时间对人体进行药物治疗，以益气温阳、
散寒通络，从而达到防治冬季易发疾病的目的。

冬病夏治的适宜病种是中医辨证属阳虚（脾
肾阳虚）、气虚（肺脾肾气虚）、虚寒者。具体疾病
为：

呼吸系统疾病：慢性咳嗽、哮喘、慢性支气管
炎、慢性阻塞性肺病、反复感冒等。

风湿免疫性疾病：关节疼痛及肢体麻木、肩周
炎、风湿及类风湿性关节炎等。

慢性疼痛性疾病：颈椎病、腰腿痛、各类关节
疼痛等。

消化系统疾病：慢性胃炎、慢性肠炎、消化不
良等辩证属脾胃虚寒证、脾胃虚弱证者。

耳鼻喉科疾病：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窦炎、慢
性咽喉炎、喉源性咳嗽、扁桃体和腺样体肥大、神
经性耳鸣等。

儿科疾病：哮喘、咳嗽、支气管炎、体虚易感冒
等。

慢性皮肤病：荨麻疹、冻疮、硬皮病、银屑病、
白癜风、寒冷性多形红斑等。

妇产科疾病：痛经、盆腔炎、月经不调、宫寒不
孕、产后身痛；产后脾胃虚寒、手脚冰凉、腹痛、关
节痛等。

男科疾病：男性不育、阳痿、早泄、慢性前列腺
炎等。

神经系统疾病：眩晕、头痛、颈椎病、睡眠障碍
等。

内分泌疾病：糖尿病引起的各类并发症，如周
围神经病变、糖尿病足病、糖尿病胃肠功能紊乱、
糖尿病伴呼吸系统疾病等。

老年慢性病及心血管系统疾病：眩晕、心慌、胸
闷、气短、乏力、失眠、怕冷、易感冒、双下肢水肿等。

三伏贴贴敷时间
夏 至：6月21日 (周二)
初 伏：7月6日 (周三)
中 伏：7月16日 (周六)
中伏加强：7月26日 (周二)
末 伏：8月15日 (周一)

（海口市人民医院中医科供稿）

■ 本报记者 马珂

流感进入流行季！近期，海南日报健康融媒
工作室《兜医圈儿》推出系列科普栏目，普及流感
预防相关知识。加强运动、增强体质、注意个人
卫生等都是预防流感的方法，其中，接种流感疫
苗是最为有效的手段，可以显著降低发生严重并
发症的风险。在这里，《兜医圈儿》提醒，流感疫
苗的保护力大概持续一年，所以要尽量做到每年
接种。

1.为什么每年都要接种流感疫苗？
流感病毒的变异速度非常快，每年的流感病

毒都在不断变化，换而言之，每年的流感疫苗都会
有所不同。WHO每年的2月和9月会预测推荐
下个流感季节可能出现的几种流感疫苗类型，因
为当年预测推荐的只能在当年起保护作用，所以
第二年还需要重新接种新疫苗。

2.为何接种了流感疫苗还得流感？
任何疫苗的保护效率都不是100%，流感疫

苗的保护效果每年都会有所不同，每年疫苗都是
针对当年流行毒株进行研制的。

然而，流感病毒的变异速度非常快，接种流感
疫苗之后，如果接触到的流感病毒是相同或者相
似的，则保护作用最大，如果接触到的流感病毒变
异较大，则保护作用相对较小。

3.今年患过流感是否还要接种流感疫苗？
流感病毒会有很多不同亚型，感染一种亚型

流感病毒，会对这种亚型产生免疫，但是不等于对
其他亚型也会产生免疫，也就是说无法避免其他
亚型流感病毒引起的流感。

同时感染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抗体的数量
会逐渐减少，所以，为了获得最佳保护，即使今年
患过流感，还是需要注射流感疫苗。

4.流感疫苗多久起效？保护多久？
接种疫苗后，一般两周左右起效，两至四周抗体

强度的保护水平最高。抗体强度在6至8个月后开
始衰退。

5.流感疫苗有哪些？
根据不同年龄组，流感疫苗可分为儿童型和

成人型：
儿童型为6至35月龄者，可选择三价流感裂

解疫苗（注射）和四价流感裂解疫苗。
成人型为3周岁以上人群，可选择三价、四价

流感裂解疫苗（注射）。3至17周岁人群还可选择
三价流感减毒活疫苗（鼻喷）。

“冬病夏治”三伏贴

流感疫苗 一年一种

食品穿上“童装”更靠谱？

健康海南行动

■ 本报记者 侯赛

近日，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劳
动课程标准》（2022版），劳动课将成
为中小学的一门独立课程。一时间，
“中小学生要学做饭”等相关话题冲
上热搜，也带火了儿童厨具、迷你厨
房等劳动教育类产品。

这类儿童厨具并不是“过家家”
的模仿玩具，而是真锅、真刀、真炉
灶，是能让孩子煎炒烹炸，把饭菜做
熟了吃下肚的“真煮”厨具。这类厨
具煮出来的食物能不能让孩子们放
心吃呢？市面上的儿童“真煮”厨具
的安全性到底怎样？家长们该如何
确保“小厨师”的烹饪安全？海南日
报记者进行了调查走访。

儿 童 酱
油、儿童牛排、
儿童面条……
在为小厨师们
备好儿童厨具
的同时，儿童
食材同样备受
爸爸妈妈们的
关注。不少家
长认为，冠以
“儿童”字样的
食品更加营养
健康。那么，
市面上流行的
“儿童食品”，
到底是真的有
益于孩子的健
康，还是商家
的营销手段？
家长又该如何
判断，选择真
正适合儿童的
食品呢？

海南日报记者梳理消
费者的商品评价发现，大多
数用儿童厨具烹饪的菜品，
都会被“小厨师们”吃进肚
子里。那么这些在售的儿
童厨具是否安全？此类产
品有无国家统一标准呢？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工作人员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市场上流通的厨具都
应遵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
品》、QB/T 2174-2006《不
锈钢厨具》等标准。按照商
品分类，儿童“真煮”厨具兼
具儿童玩具、儿童餐具和家
用电器的属性，其产品形态
多样，目前并没有专门标
准。

市面上在售的这些儿
童“真煮”厨具材质是否安
全，是否真是食品级，还要
打个问号。海南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作出消费提醒，儿
童厨具的走红，会让部分家
长产生一种从众心理，在选
购相关产品时，应注意理
性、谨慎消费。购买时，应
选择正规渠道销售、正规厂
家生产、标明产品执行标
准、具有国家强制性产品认
证“CCC”标志的产品。购
买时要注意看外观，闻气
味。各部件应色泽正常、均
匀光亮、无毛刺，不应有异
味。

使用前应仔细阅读产
品使用说明、警示信息、注
意事项等相关内容。部分
产品中含有刀具，使用时应
密切关注，避免意外割伤。
电磁炉、电饭煲等电器的通
电、断电操作应在成人的监
护下进行，谨防触电风险。
当产品出现异味或者产品
部件发现性状变化，如塑料
变形或者涂层脱落等情况，
应立即停止使用。

海南日报记者浏览发现，
在网店买家秀中，有不少家长
秀出孩子们开心吃着亲手做
出美食的照片或视频，也有不
少家长对产品的安全性问题
表示担忧。

“孩子平时玩手机会看到
一些小朋友用儿童厨具自己
动手做饭的视频，觉得挺好玩
的，老嚷着让我给她买一套。
在网上和店里都看过，很多店
家都把它们当成玩具出售。”

家住海口的钱女士认为，儿童
厨具也是厨具，应当有相应的
厨具合格证明，与儿童玩具并
非一类物品。“孩子肯定会想
尝一尝亲手做的饭菜，不知道
那些儿童厨具做出来的食物
安不安全，能不能吃。”

海南日报记者在网上向
出售儿童厨具的商家询问：

“煮出的食物是否能吃？”客
服人员均表示：“儿童厨具煮
出来的食物可以吃。”当向客

服询问产品材质等相关信息
时，不少店家笼统回答，“都是
食品级，没问题”，但店家却无
法提供任何检测报告或合格
证明。

不少“真煮”儿童玩具网
店购买评价中，有消费者表
示，“不锈钢厨具一摸一手黑，
肯定不是304不锈钢材质。”
也有消费者指出“加热后味道
很大”等问题。可见，此类产
品具有一定安全隐患。

■ 本报记者
王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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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课带火儿童小厨具，不少家长反映产品加热有异味

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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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玩具和婴童用
品协会发布的《2021年中国

玩具和婴童用品行业发展白皮
书》显示，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
会重点对售价 100元以下的357批
次塑胶和电玩具进行了摸底调查。
其中，不合格玩具中质量问题占
比为 72.6%，误用标签标识问

题占比为38.1%。

小厨师 好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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