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塑料袋盛热食隐患大

眼下人们每天都有机会和塑
料接触， 正常情况下， 塑料不会
对人体产生危害， 但如果塑料遇
到高温后， 其产生的有害物质就
会伤害身体。

专家举例， 在常用的矿泉水
瓶或饮料瓶上， 会有一个小三角
形的标识， 三角里面有一个 “1”
字， 代表这个瓶子是由聚对苯二
甲酸乙二醇酯材料制成的， 其耐
热度只有65℃-70℃。 这种材料
制成的瓶子， 只要往其中倒入超
过70℃的水， 瓶子很快就会变软
变形， 此时一些有害物质就会随
之进入水中， 如果这时饮入瓶中
的水， 那么有害物质会随之进入
人体。

同理， 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塑
料袋多是由低密度聚乙烯材料制
成， 当这些塑料制品遇到110℃

的高温时就会发生热熔现象。 而
生活中的食用油沸点及微波炉产
生的温度都远高于这个温度。 刚
出锅的油炸食品被直接放进塑料
袋， 或者是将冰箱中包裹塑料袋
的食物直接放入微波炉内加热，
塑料袋所产生的有害物质就会附
着在食物上， 并随着食物进入人
体。 而塑料制品中含有的化学物
质， 比如稳定剂、 增塑剂、 着色
剂中含有铅、 汞等重金属成分，
如果长期摄入这些物质， 对人体
的肝、 肾影响非常大， 易造成肝
损伤或肾损伤。

微波加热选对容器

除了塑料袋需要注意远离
“热” 外， 饭盒也需要格外注意。
一些 “上班族” 习惯每天从家里
带饭， 而饭盒的材质较多， 有玻
璃的、 金属的， 也有塑料的。 塑
料材质的饭盒又分为两种： 一种

是微波炉专用， 另一种就是普通
塑料材质。 在选择上， 首选应该
是微波炉专用材质的饭盒。 但一
些人不知道饭盒是不是微波炉专
用， 此时可以找一下盒体上有没
有一个三角形的标识， 里面有一
个 “5” 字， 如果有， 那说明这
个饭盒是可以用微波炉加热的，
因为这类饭盒是由聚丙烯制成
的， 耐高温并可反复使用。 如果
饭盒上没有此标识， 就不要用微
波炉加热。

专家提醒， 无论是买早餐或
午饭， 最好自带容器， 以玻璃、
搪瓷材质为首选， 或者等食物冷
却后再盛入塑料袋或塑料容器
中。 不要用塑料袋盛放热汤类食
物， 如米线、 拉面等。 此外， 一
些微波炉餐盒的盒体是由聚丙烯
制造的， 但盒盖却是用其他材料
制造的， 所以也要提前看清楚。

一些人习惯用厚实的饮料瓶
子来装水喝， 这种情况常温状态
下用来喝水没问题， 但不要往里
灌热水。 有些人吃桶装方便面时
感觉热水泡不开面， 便倒入热水
后再放入微波炉二次加热， 这样
的做法同样会让有害物质随高温
溶解进入方便面中， 对身体造成
损害。

相关链接：

春春季季情情志志病病高高发发
调调节节情情绪绪有有方方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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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红绿灯】

绿灯

红灯

食物进入十二指肠会诱发胃
结肠反射和十二指肠反射， 促进
结肠蠕动， 有利于成功排便。 因
此建议便秘患者在餐后2小时内
尝试排便， 来培养排便反射。 即
使当时没有便意， 时间长了， 到
了固定时间就会自然产生便意。
不过如厕时间也不宜太长， 最好
在5-10分钟内 ， 以免增加痔疮
风险。

眉毛根部会分泌油脂， 长期
不清洗可能会堵住周围皮肤， 不
利于眉毛生长。 相对于眉浓而有
不少杂毛的眉毛， 如上眼睑、 印
堂的眉毛可以修掉。 修眉时， 不
要用镊子拔眉毛， 否则会使皮肤
和毛囊遭到破坏， 细菌可能乘虚
而入， 诱发毛囊炎。 长期拔眉毛
还会使眼睑周围的皮肤松弛。

油炸过程会破坏绝大多数维
生素。 其中维生素B1几乎全军覆
没， 维生素B2损失过半， 这两种
维生素在肉类食物中含量丰富，
恰恰属于国人易缺乏的维生素。
维生素C、 维生素A、 维生素K、
番茄红素， 还有鱼肉中的欧米伽
3脂肪酸， 在油炸后也会大打折
扣， 损失率可达30%-80%。

“春困秋乏”多补钾

便秘患者饭后定时蹲一蹲

拔眉毛可能引发毛囊炎

油炸食物破坏绝大多数维生素

人体正常的血清钾浓度为
3.5-5.5毫摩尔/升。 一旦低于正
常值， 就可确诊低钾血症， 最常
见的症状就是疲劳和虚弱， 影响
精神健康， 出现疲乏无力感、 思
绪混乱等表现。 日常饮食中多吃
含钾丰富的食物， 就能起到补充
作用，如菠菜、土豆、红薯、芋头和
橙子、哈密瓜、木瓜、 香蕉等。

塑塑料料制制品品盛盛热热食食
这这些些隐隐患患要要当当心心

相信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生活经历， 去外面买餐食的时候想打包带走， 店家会随手拿
出一个塑料袋， 将热气腾腾的豆浆、 油条、 馒头、 水饺等食物装入袋子； 又或者在家里吃
饭， 从冰箱里拿出盛着食物的塑料盒， 直接放进微波炉加热， 几分钟就能吃上热气腾腾的
饭菜。 这样做， 方便是方便， 不过专家提醒， 这些做法可能会影响您的健康。

摄影爱好者王某为好友
丁某拍摄了一些生活照， 并
经丁某同意上传于某社交媒
体群中。 蔡某在社交媒体群
中看到后， 擅自将该组照片
上传到某营利性摄影网站，
获得报酬若干。 蔡某的行为
是否侵犯了丁某的肖像权？

案例点评： 任何组织或
者个人不得以丑化、 污损，
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
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
未经肖像权人同意， 不得制

作、 使用、 公开肖像权人的
肖像， 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
除外。 未经肖像权人同意 ，
肖像作品权利人不得以发
表、 复制、 发行、 出租、 展
览等方式使用或者公开肖像
权人的肖像。 本案中， 蔡某
未经丁某同意擅自将丁某的
照片上传到某营利性摄影网
站并获得报酬若干， 其行为
完全符合肖像权侵权的构成
要件。 因此， 蔡某侵犯了丁
某的肖像权。 （房司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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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自将他人照片
上传到营利性网站获利，
是否侵犯他人肖像权？

·广告·

春季万物复苏， 却也是情志
病的高发季节。 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北京康复医院中医康复中心副
主任医师杨傲然给您介绍一些春
季调节情绪的方法。

人的情志与肝的生理及人体
气机相一致， 春季处于生发、 宣
畅、 疏泄的状态， 因此春季的情
志以易变、 易郁、 易怒为特点。
春季的情志调养以豁达、 舒畅、
恬静 、 和缓为度 ， 不要大喜大
怒， 不要固执拘泥。

现在万物逐渐生机盎然， 人
体阳气也随之相应生发。 因此尽
量不要贪床守舍， 出户踏青、 强
身健体都是舒畅胸怀、 宣发抑郁
的好办法。

一些幅度较为缓和的运动有

助于情绪的调养， 动作宜轻动灵
巧、 舒展柔和， 以达到能舒缓
筋骨 、 生发阳气的目的。 如散
步、 慢跑、 练八段锦、 打太极拳
等， 都是不错的运动方式。 方法
上以轻灵为要领， 用鼻子吸气 、
用口呼气， 使气息调和、 吐纳均
匀。

踏青或运动时 ， 心中要宁
静， 不要暴躁。 运动不要剧烈，
以微微出汗为宜。 这样可畅通气
血、 吐故纳新， 锻炼之后会有精
神爽慧之感。

活动场所可选公园、 草地、
湖边等清净的地方， 远离繁杂、
污染的场所。 此外， 怒气之后还
可以尝试大哭一场， 有助于平肝
息怒、 宣发抑郁。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陈陈曦曦

购买合格产品 一定要
去正规商家购买合格产品。
合格产品按照国家标准来生
产， 且经过严格检验， 一般
都是安全的 。 挑选陶瓷制
品， 最好选择接触食物部位
为纯白色的产品， 或釉下彩
瓷器， 这样能保证染料不会
直接接触食品。

看 清 材 质 和 标 识 水
杯、 保鲜盒、 打包盒， 最好
选择PP(聚丙烯 )材料 、标号
为“5”的产品，它们是唯一可
用于微波炉加热的塑料制
品。但有些包装盒的盒体由5
号PP制造， 盒盖由2号PE制
造，消费者就要注意，不能把
这类盒盖放入微波炉一起加
热 。 挑 选 保 鲜 膜 以 PE 和
PVDC材质为首选。 PE无毒，
适宜蔬菜、 水果和肉食的冷
藏保鲜 、 冷冻 ， 但不能加
热。 PVDC保鲜膜兼具优异
的阻氧 、 阻气味和阻湿性
能， 还可用于微波炉加热。

用对方法才健康 如果
需要将食物打包回家， 一定
要购买标号为 “5”， 且注明
可微波加热的餐盒。 在微波
炉里使用保鲜膜时应尽量避
免食物和薄膜接触。 加热食
物时应在覆盖器皿的保鲜膜
上扎几个小孔， 以免爆破。

（中新）

如何避免
食品包装健康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