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个月~1岁 总摄入量为900毫升
（奶/食物+饮水）

其中饮奶量为500~700毫升

1~2岁 总摄入量1300毫升
（奶/食物+饮水）

其中饮奶量400~600毫升

2~3岁 饮水量600~700毫升

4~5岁 饮水量700~800毫升

6~10岁 饮水量600~1000毫升

14~17岁 饮水量1200~1400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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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条士力架巧克力仅售10.99元，2大盒皇
冠丹麦曲奇只要11.8元，还有1折就能买回家
的大包薯条，10元的自嗨锅……海南日报记者
在某电商平台搜索“临期食品”词条，发现临期
食品销售异常火爆。

随着国家《反食品浪费法》的出台实施，以
及近年来爆火的直播电商，临期食品从超市的
角落被推到世人面前。据淘宝联合科普中国发
布的《临期消费冷知识报告》统计，淘宝上有近
万家临期食品店铺，每年约有210万人在淘宝
上购买临期食品。

临期食品，顾名思义，就是快要到期但还没过
期的食品。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临期食品市
场。很多人表示对临期食品很陌生，那也正常，因
为以前大家主要以折扣、特价、促销、清仓来代替

“临期”二字。临期食品最大的特点就是便宜。
刚大学毕业不久的海口小伙儿赵景浩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每次去超市，都要去临期食品货
架逛一逛，“平时一些进口食品价格昂贵，舍不
得买，离保质期越近的食物价格越便宜，通常只
是原价的1折到5折，少买一点，可以满足自己
的欲望。”赵景浩表示。

在赵景浩看来，大部分临期食品口感上和
正常价格出售的商品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有的
临期食品保质期还有大半年，在他眼中这算不
上“临期”。用打折的钱吃到不打折的美味，已
经成为赵景浩的一种生活习惯。

在豆瓣上，“我爱临期食品”小组自2020年
9月成立至今，已拥有超过9万名对临期食品喜
闻乐见的“临期工”。

1.标注保质期1年或更长的，临界
期为到期前45天；

（比如罐头、糖果、饼干等）

2. 标注保质期6个月到不足 1年
的，临界期为到期前20天；

（比如方便面、无菌包装的牛奶果
汁之类）

3. 标注保质期 90天到不足半年
的，临界期为到期前15天；

（比如一些真空包装并冷藏的熟食
品，速食米饭之类）

4. 标注保质期30天到不足90天
的，临界期为到期前10天；

（比如一些灭菌包装的肉食品，鲜
鸡蛋等）

5. 标注保质期16天到不足30天
的，临界期为到期前5天；

（比如酸奶、一些点心等）

6.标注保质期少于15天的，临界期
为到期前1~4天。

（比如牛奶、活菌乳饮料、主食品、
未灭菌熟食、未灭菌盒装豆制品等）

“食品保质期临界”
6级标准

全新旋磨介入治疗系统
在国内首次临床应用
■ 见习记者 陈子仪

9月23日，两位耄耋之年患者在博鳌乐城国际
医疗旅游先行区内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
医院海南医院（海南博鳌研究型医院）（以下简称“瑞
金海南医院”）接受了冠状动脉内斑块旋磨术手术。
本次手术采用特许设备RotaPro旋磨介入治疗系
统，这是该产品在中国首次临床应用。

冠状动脉斑块旋磨术是临床公认的冠心病重度
钙化病变的首选治疗方案，但因手术操作相对复杂、
对术者要求较高，一直难以在临床广泛普及。本次手
术使用的新器械RotaPro旋磨介入治疗系统，在原有
设备的基础上，实现了旋磨治疗介入系统轻量化和智
能化的突破，简化了手术步骤，提高了手术效率。

除了RotaPro旋磨介入治疗系统，自2021年12
月18日瑞金海南医院试运行以来，该院已利用乐城
先行区先行先试特许政策落地8款特许药械，其中4
款为全国首次应用。

瑞金海南医院党委书记、院长顾志冬表示，在借
助乐城先行区政策优势加快推进新药新械进入中国
服务广大患者的同时，瑞金海南医院也致力于平移上
海瑞金医院人才、技术、管理和品牌，让广大岛内患者
足不出岛，即可享受与上海瑞金医院同质同标的技术
与服务。

美国GE256排超高端螺旋CT、美国GE及西门
子3.0T磁共振扫描仪（MR）、美国GE及西门子医用
血管造影X射线机（DSA）……瑞金海南医院对标上
海瑞金医院，引进一批先进大型医疗仪器设备，检测
结果将通过信息共享平台传输至上海瑞金医院，由
上海瑞金医院专家进行诊疗判断。

同时，首批上海瑞金医院专家已入驻瑞金海南
医院，部分上海瑞金医院专家也将通过“候鸟”方式
来琼工作。

8月以来，不少申请使用特许药品患者受疫情影
响无法正常前往瑞金海南医院。患有乳腺癌的黄女
士便是其中一员。为了保障患者顺利接受治疗，在
乐城先行区管理局的协调下，瑞金海南医院不仅为
黄女士搭建绿色就医通道，也积极协调多名上海瑞
金医院专家来琼坐诊。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乐城先行区内唯一的公立
医院，瑞金海南医院按照海南省三级甲等医院收费
标准执行，特许药械零加成。同时，该院已开通异地
就医医保结算服务，来自全国各地患者在瑞金海南
医院可享受当地医保政策。

■ 本报记者 侯赛 通讯员 符王润

进入秋季，海南早晚有了丝丝凉意，小儿内科门
诊接诊了不少咽痛、咳嗽的孩子，诊疗结束时，医生
总不忘叮嘱一句，“记得给孩子多喝水！”水是维持人
体生命活动必需的物质，对于儿童来说，喝够水、喝
对水，对健康成长十分重要。

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儿保科主任黄燕提
醒，儿童处于生长发育过程中，新陈代谢快，对于水
分的需求和消耗量相对较大，但他们的肾脏功能发
育不完善，缺水的耐受能力低于成人，水分丢失后更
容易出现脱水症状。此外，许多儿童的常见疾病，如
泌尿系统感染、尿路结石、牙齿疾病、便秘、肺部感染
等也都与脱水存在关联。

近年来，各种包装饮用水层出不穷，不少家长选
择用矿泉水、纯净水等作为孩子的日常饮用水，跟自
来水相比，哪种更好呢？

黄燕介绍，矿泉水中的某些矿物质及微量元素
的含量较高，对特定人群具有保健作用。对于生长
发育期的儿童来说，饮用富含天然矿物质的水有利
于骨骼矿化，积累较高的峰值骨量，预防远期骨质疏
松。但不同来源的矿泉水中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含
量不同，长期饮用单一来源的矿泉水可能造成某些
矿物质与微量元素在体内堆积。

纯净水经过电透析、离子交换、反渗透、蒸馏等
方式加工制成，是不含任何杂质、无菌无毒、易被人
体吸收的含氧活性水。但在去除有害物质的同时，
也去除了其中几乎所有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
元素，长期饮用必然导致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缺乏，不
宜作为儿童的日常饮用水。

因此，对儿童来说，能喝上未经污染且保留了各
种人体所需微量元素和矿物质、符合生活饮用水标
准的自来水，是既利于健康又经济环保的选择。

不同年龄段孩子每日饮水量有何不同呢？《中国
学龄儿童膳食指南》给出以下建议：

孩子如何喝水更健康？

牙周炎，不能拖！
为啥牙齿不疼也可能得了牙周

炎？啃苹果牙龈出血正常吗？牙周
病，要防也要治。关于牙周病的预
防，口腔科医生给予以下几点提醒。

不疼的牙病也是病
细菌在牙齿周围积聚，这时人体

会产生杀灭细菌的免疫反应，造成
牙周组织的破坏，牙槽骨会吸收下
降，牙龈也会退缩。于是会出现牙
龈出血、牙缝变大、牙齿松动，这就是
牙周炎。

牙周组织受到破坏后会自我修
复，反复之后牙龈就会产生类似瘢痕

的组织，由于瘢痕组织里感觉神经纤
维较少，再加上牙齿和牙龈之间有缝
隙，炎性物质可从中渗出，所以牙周
炎患者并不会感到很疼。

口腔科医生提示：
牙周炎不可逆，每半年或一年要

做一次口腔检查，牙周炎患者不能超
过半年做检查。

牙齿没病不会掉
只要注重牙齿健康，即使年纪大

了也不会掉牙。牙齿掉落的原因中，
牙周病占到了44%，所以牙周病是导
致成年人牙齿脱落的主要原因。

牙周病会导致牙槽骨逐步吸
收。当牙槽骨吸收到牙根茎的1/3
处时，可通过非手术治疗来控制疾病
进展；如果错过了治疗，牙槽骨吸收
到了牙根的一半，需采取牙周手术治
疗还可以控制；但是如果牙槽骨吸收
到了根尖1/3处，此时牙根周围已经
没有牙槽骨了，已经阻止不了牙齿的
脱落。

口腔科医生提示：
牙齿不好、咀嚼功能下降，会增加

胃肠负担，引发消化系统疾病；牙体组
织遭到破坏，会出现一些薄壁，长期刺
激口腔黏膜，也可能导致口腔癌。

怎么预防牙周病？
刷牙是预防牙周病的主要方

法。每天刷牙2到3次为宜，每次2
到3分钟。牙石容易附着在牙龈沟

的位置，也就是牙齿跟牙龈交界的地
方，所以刷牙的时候这里也不要遗
漏。牙齿的邻面可以借助牙线或是
牙缝刷来清洁。

（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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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侯赛

“用打折的价格，吃到不打
折的美味。”近年来，临期食品因价
格便宜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线上
线下涌现出不少专门销售临期食品
的专门店，各大商超也专门设置了临
期食品货架。那么临期食品安全
吗？可以放心购买吗？日前，
海南日报记者对此进行了

调查。

由于临期食品还处于保质期内，所以其

销售和食用不受影响。但是，不同种类的食
品劣变的情况不同，海南省消费者协会秘书
长陈厦宇建议消费者注意甄别、理性消费，切
莫贪图便宜而盲目购买、大量囤货。

关注食品属性

肉类等冷链临期食品由于储存环境难以
一直保持低温，这类食物容易提前变质；而饼
干、方便面等质地干燥的食品，以及糖果、蜂
蜜、甜味饮料等含糖量较高的食物，微生物难
以在食品中繁殖，即便刚过保质期食用也不
一定会对人体健康有影响。针对不同食品属
性，消费者需要综合判断临期食品的品质。

查看食品包装

消费者购买临期食品，尽量选择正规超
市或商店，不要选择无证经营店铺或摊点。
应检查食品包装，确保无破损、无胀袋、漏气
等现象。注意查看食品标签上的生产日期、
保质期等关键信息，确保产品在保质期内。

留意贮存条件

临期食品应在标签要求的条件下贮存，
若发现需要冷藏或冷冻的临期食品被置于常
温下售卖，则不要购买。

按需适量购买

消费者要科学理性消费，不要因为折扣
和低价大量购买临期食品，以免食品过期、变
质造成浪费。

很多消费者疑惑，临期食品的货源是哪里？
“从供应端来看，临期食品的货源主要分5

种，一是生产厂商的库存商品；二是大型商超下
架的产品；三是电商平台的退换货；四是经销商
手里真正进入临期的产品；五是进口食品的库
存。”一家临期食品仓库负责人向记者透露，“临
期食品的货源并不稳定，主要根据正期食品的
销售情况而定。产品在正期时卖得好，那么临
期的货就会相应减少。”

一位商超从业人员向海南日报记者透露，一
般商家会有一个内控的时间，离保质期太近的食
品是不能随便上架销售的，食品保质期限内过了
1/3，一般就无法进入商超流通，会“沦为”临期产
品，成为各大食品折扣店货架上的商品。

临期食品安全吗？一部分消费者对临期食
品的安全性持怀疑态度。针对这一疑问，海口
市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徐超表示，临期食
品不等于过期食品，只要在保质期内按照规定
进行储存，尤其是保质期比较长的食品，安全性

是有保证的，消费者可以放心购买。但是对于
保质期比较短的食品，如保质期只有一周的鲜
牛奶和面包等，就要防止微生物的大量繁殖，需
要谨慎购买。

虽然临期食品线上销售火爆，但也存在包
装不合格、快递到消费者手中的临期食品已过
期等现象，可能带来食品安全风险。

在某些电商平台临期食品专门店的买家评
论中，海南日报记者发现，不少人提到“所拿到
的食物与图片不符”“日期不对”等评价。而且
如今不少平台推出临期食品盲盒福袋，直接让
消费者没有了“退路”，平台的盲盒福袋活动做
出了一些规定，其中一条便是不支持退换货。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一些商家受利益驱使，
篡改临期食品的生产日期，用过期食品冒充临
期食品。海南日报记者在采访调查中发现，一
些消费者缺乏挑选临期食品的知识和经验，也
有消费者贪图便宜，一次性购买大量临期食品，
却无法在保质期内食用完，导致食品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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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连线

调查 线上临期食品店铺近万家

质疑 临期食品安全吗？

指南 如何安全选购临期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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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期食品行业近年来加速

发展，市场规模达318 亿元，预

计2025年中国临期食品市场规

模达401 亿元。临期食品从最

初超市、便利店售卖方式延伸
出新的业态，如线下专营临期
食品品牌、专营临期食品垂直
电商平台、线上线下结合的临
期食品品牌。

在消费者购买的临期食品
中，包装零食类购买的最多

（40.9%），其次是面包糕点类

（33.6%）和 奶 制 品（31.5%）。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临期食
品品类多元，涵盖日常休闲零
食、刚需食品等，市场前景较为
广阔。

本版制图/陈海冰

国内临期食品消费者的线上购买渠道主要是大型综合电商平台
（占57.6%）。其中女性购买临期食品的占比要高于男性；22~40

岁为临期食品的主力消费人群，占74.6%，这些主力消费人群集中

在一二线城市；中等收入人群购买力占61.8%

一二线城市65.2%

57.6%

中等收入61.8%

青年（22~40岁）74.6%

数据来源：艾媒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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