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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骑车的人更年轻

如果你想保持年轻， 不妨从
骑自行车开始。 英国伦敦大学国
王学院对122名中老年骑车爱好
者进行研究， 对心脏、 肺功能与
骨骼力量等开展测试， 发现他们
的肌肉力量、 肺功能和体能等都
与年轻人相当。 研究表明， 骑车
能促进神经功能的敏锐度， 维持
心肺、 肌肉及其他系统健康。

晚上用艾叶泡脚， 可以祛除
体内寒湿， 对健康大有好处。 做
法 ： 取 50克艾叶 (一把即可 ) ，
放在锅内加水， 水开后再熬10分
钟熄火， 倒入盆中， 等水自然冷
却到脚可以适应的温度泡脚开
始。 一直泡到全身微汗， 泡脚结
束。 随后按摩涌泉穴50-100下，
即可休息了。

人在空腹状态下往往代谢活
动较弱 。 此时 ， 输液会激活身
体， 产生一系列生理变化， 如肾
上腺素大量释放进入血液， 出现
心跳加快、 血压升高、 呼吸加快
等反应； 加上输液病人如果本身
食欲差， 体质差， 就很容易造成
头晕、 恶心等症状。

别饿着肚子输液

艾叶泡脚祛寒湿

最新研究称， 饮酒容易脸红
的人骨折风险是正常人的 2.48
倍。 研究团队分析了大腿骨骨折
的92人以及骨头没有异常的48人
的基因组。 结果发现， 遗传基因
“ALDH2” 水平较高的人， 会影
响他们本身的酒精分解能力， 该
基因变异还会导致大腿骨骨折。

喝酒脸红的人易骨折

副刊【生活】14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txy@126.com│校对 吉言│美术编辑 李媛│本版编辑 周薇│２０17年 6月 7日·星期三

□本报实习记者 唐诗

白开水保质期只有16
个小时？

事实： 白开水饮用时限受环
境影响， 建议尽快喝完

“在80℃以上时 ， 水是绝对
安全的， 因为80℃以上的温度具
有杀死微生物的作用。 水温在降
至60℃以下， 水环境就非常适合
细菌生长繁殖了。但多久会变质、
会不适合饮用， 其实没有固定的
时间， 因为它还受到客观环境的
影响。 比如外界温度， 在夏季，
气温超过30℃， 空气湿度较高、
细菌繁殖较快， 极易被污染而引
起人体腹泻。” 中国农业大学食
品学院营养与食品安全系副教
授、 食品科学博士范志红表示。

所以， 白开水饮用时限受环
境影响，建议尽快喝完。烧开的水
不宜放置太久，即使没有保质期，
过了好几天的开水最好别再饮
用。 至于安放在饮水机上的桶装
纯净水，一般建议在一周内喝完。

同时， 夏季的隔夜水最好别
喝， 冬季的隔夜水也最好装在一
个有盖的容器中， 比如暖水瓶。

隔夜白开水存在致癌物
不能喝？

事实： 致癌物质要在水中含
有硝酸盐的基础上才会产生

范志红表示， 如果隔夜水中

没有物质基础， 致癌物质是不会
凭空产生的 。 “化学元素恐惧
症” 的存在， 让隔夜水蒙受了不
白之冤。

她指出， 人们最担心的致癌
物质亚硝酸盐必须要在含有硝酸
盐的基础上才会产生， 但是以普
通的饮用白开水、 矿泉水、 纯净
水为例， 水中要么只有矿物质和
微量元素， 要么什么都没有， 这
种情况下致癌物质从何而来？ 因
此， 只要能保证水质来源本身符
合安全标准， 理论上水再怎么烧
也不会产生致癌物质。

相比隔夜的白开水， 隔夜的
茶水会产生氨基酸等物质， 时间
一长容易导致微生物繁衍， 也是
不宜饮用的。

千滚水真的对人体有害
吗？

事实： 符合饮用标准的水不
会因反复沸煮而产生有害物质

有说法认为水反复烧开后会
产生亚硝酸盐等致癌物质， 对健
康非常不利。

对此， 范志红表示， 饮水机
里的水如果放置时间太长肯定不
如原来新鲜， 比如会存在细菌污
染等情况， 但对其他物质来说，
不会有太大改变。 因为现在饮水
机的加热温度一般是100℃， 即
使反复煮， 水质方面也不会有特
别明显的变化。

因此如果水质本来就合格 、

硝酸盐含量很少， 那么它煮沸之
后所能产生的亚硝酸盐也就会很
少。 亚硝酸盐含氮， 氮元素不会
凭空产生， 也不会因为加热而增
加或减少。

凉热水兑成的“阴阳
水” 能排毒？

事实： 排便反应是正常生理
现象， 与喝阴阳水并无关系

一般来说， 当人们早晨起床
产生的起立反射和早饭后产生的
胃结肠反射都可促进结肠集团蠕
动， 产生排便反射。

“因此， 对于消化系统差的
人来说， 早起喝什么样的水都能
促使排便， 水进入人体后肠胃蠕
动产生排便欲望， 与阴阳水并无
太大关系。” 范志红说。

此外， 水在人体起到运载营
养素的作用， 脏水对营养素的运
载作用差， 会影响身体健康， 要
尽量做到安全饮水。

“开水减肥法” 真的靠
谱吗？

事实： 多喝水对减肥只有一
定的辅助作用

范志红表示， “多喝水能减
肥 ” 的说法源于一部分人看到
“每天要喝2升水” 的观点， 就想
当然地认为 “只要多喝水就能
瘦”。 但实际上，“大量喝水就能
瘦” 的说法是没有科学证据的。

如果你正在通过饮食减肥或
者通过饮食维持体重， 多喝水会
有一定的辅助减肥作用。 但如果
你并没有控制饮食， 想只靠多喝
水减肥， 那效果基本上就比较难
达到了。

减肥的原理很简单， 有一个
基本公式可以概括： 摄取热量<
消耗热量。 水饮用过多可能导致
低钠血症， 甚至有水中毒的危险
性。 喝水是一种好习惯， 但大量
喝水对于减重来说并没有任何其
他的作用。

适当饮水、 保持睡眠和平衡
的膳食营养， 有益于保持天然的
健康和美丽。

丰台工商分局
集中约谈大红门地区关停腾退市场

隔夜白开水不含致癌物质
“水谣言”别轻信

人体和地球一样， 三分之二都是水分， 所以除了该知道怎么吃营养的食物， 我们更该知道怎么饮
水。 而白开水， 则是最为常见的饮用水。 中国营养学会组织编撰的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07》 明确指
出： “白开水是最符合人体需要的饮用水”、 “白开水是满足人体健康、 最经济实用的首选饮用水”。

不过最近一些有关白开水的传言在网上流传： “例如隔夜水不能喝”、 “凉开水放久了堪比慢性
毒药”、 “重复烧开水会致癌” 等等。 这些是真相还是谣言呢？

公

告

张 培 杰 ， 身 份 证 号 ：110224
1987*****637， 因您连续旷工 3 天以
上，严重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公司
已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解除了与您的
劳动合同， 请及时办理工作交接，档
案、 户口及社会保险关系转出等离职
手续。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公

告

北京市朝阳区环境卫生服务
中心第一清洁车辆场职工梁伟
（男 ，4211811988*****518）、卜繁
丽 （女 ，2302251974*****048），您
二位离职后未与单位办理相关辞
职手续，单位多方联系未果，特此
见报，请您于 30 日内到单位办理
辞职手续。

丰台工商分局一直将市场调
整疏解作为日常工作的重中之
重， 主动作为， 尤其是大红门地
区作为中央挂账的 “非首都功
能” 疏解重点区域， 为保障大红
门地区市场疏解工作有序进行，
丰台工商分局更是不遗余力。

近日， 丰台工商分局在前期
充分走访检查的基础上， 召集辖
区内京温服装市场、 正天兴裘皮
辅料批发市场等6家市场负责人
进行集中约谈。 首先， 针对在前
期走访检查过程中各个市场存在
的问题， 工商人员向各市场负责
人进行了通告， 并向各个市场送
达了 《市场检查问题整改通知
书》， 通知书内载明市场内存在
的诸如设立摊前摊、 执照未统一
悬挂等问题， 希望各个市场予以
整改； 其次， 丰台工商分局向这
6家在疏解过程中需要关停腾退
的市场负责人提出了以下三个方

面的要求， 一是要以疏解大局为
重， 按照相关政策要求， 积极配
合相关部门开展工作； 二是市场
要发挥 “第一责任人” 意识， 主
动做好场内商户的腾退工作； 三
是搭好 “桥梁”， 传达相关部门
最新的疏解要求与政策， 同时也
要将商户的最新动向及诉求及时
反馈给相关部门。 马兰

北京市高考时间是7、8日。 考
生面对考试心理压力相对较大，
考试期间考生的健康状况尤为重
要， 更是广大考生家长最为关心
的热点问题。 为此， 北京市疾控
中心在食品安全、 合理饮食等方
面对高考期间的考生做出提示。

考生及家长要保持良好心态

目前北京天气变化较大， 考
生应注意随着气温的变化增减衣
物， 室内空调温度不要过低。 保
持良好的作息习惯， 适当休息，
保证睡眠， 避免生病。

要保证食品卫生安全

考生注意饮食安全， 不吃或
少吃生冷食品， 食物一定要烧熟
煮透。 家庭自制食品的原料要新
鲜， 制作时注意生熟分开， 尽量
不吃剩饭剩菜， 如果要吃， 需彻
底加热后再食用。

外购的即食食品要选择正规
厂商生产销售的、 有卫生保障的
产品， 并注意食品的保质期和储

存条件。 在外就餐要选择有卫生
许可证的餐馆就餐。

注重三餐膳食合理搭配

三餐膳食要合理搭配， 营养
均衡全面。 早餐和午餐一定要吃
好， 以保证大脑能量的消耗。

早餐要留有充足的时间， 建
议在考前60至90分钟吃完， 因为
吃完早餐的半小时内， 血液主要
集中在消化系统中， 大脑的供血
减少， 注意力不易集中。

午餐要注意荤素搭配， 建议
主食、 素菜、 肉菜所占的比例应
为3∶2∶1。

晚餐应以清淡为主， 主食中
适当增加粗杂粮， 多吃蔬菜。 睡
前一小时可以喝杯温牛奶， 既可
以补充一些营养也可以安神。

考考前前6600至至9900分分钟钟
吃完早餐

市疾控中心建议高考考生：

□本报实习记者 唐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