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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 饱满、 毛多的。 尽量选
择颗粒饱满的豆荚， 颜色以青绿
色最好。 豆荚表面的白色茸毛越
全 、 越密 ， 说明毛豆越新鲜 。
煮： 先泡后煮。 煮前可先用盐水
浸泡， 盐能使毛豆中的叶绿素趋
于稳定， 从而阻止其在煮制过程
中被高温破坏而变色。 等水开后
再放毛豆， 并且煮时全程不要加
锅盖。 毛豆出锅后迅速放入冷水
中浸泡， 让其快速降温。

·广告·

当事人能否主张适用情势变更规则变更或解除合同？

烤肉和冷饮搭配加倍 “伤
心”。高温烧烤的肉类会产生一种
名为 “晚期糖化终产物” 的化合
物， 它会减小细胞弹性并增加患
心脏病的风险。 汽水等甜饮料中
往往含有不少糖， 大量摄入会导
致体内甘油三酯水平上升， 增加
血液黏稠度， 加速动脉粥样硬化
斑块形成，对心脏健康造成威胁。

烧烤配冷饮加倍伤心脏

【健康红绿灯】

俗话说， “牙疼不是病， 疼
起来要人命”， 当牙疼犯了的时
候， 用怎样的方法能够有效的缓
解呢 ？ 可以把大蒜用牙签串起
来， 放在火上烤一烤， 烤3-4分
钟左右。 当大蒜烤焦之后， 将大
蒜外面的皮剥掉， 切成薄片敷在
牙疼的地方 ， 可以有效缓解牙
痛。

人的情绪行为和激素的分泌
受下丘脑管辖， 下丘脑上通大脑
皮质， 下通脑垂体和其它神经组
织， 是调控神经、 体液和内分泌
的中枢。 如果长期抑郁寡欢、 焦
虑烦闷， 会使上皮细胞合成过多
的黑色素沉积于皮肤表面， 使皮
肤变得灰暗无光泽， 甚至形成黄
褐斑。

烤大蒜缓解牙痛

两招煮出翠绿入味的毛豆

心情不好真的会变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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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病、 高发
病 ， 但很多人对它的认识还不
够， 有些人甚至还会陷入误区 ，
从而延误病情。 北京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慢病防治所带您了解几
个有关糖尿病的误区。

误区一：
只有胖人才会得糖尿病

肥胖者患糖尿病的几率确实
要更大一些 ， 尤其是腹型肥胖
者。 腰带越长， 离糖尿病的距离
就越近。 但这并不等同于只有肥
胖者才会患糖尿病。 如果瘦人有
其他糖尿病的危险因素也一样可
能患糖尿病。

误区二：
粗粮可以降糖

粗粮可以延缓血糖上升速
度， 但不能降糖。 不论食用粗粮
还是细粮， 都会导致血糖升高 。
但粗粮富含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
能减缓机体对葡萄糖的吸收， 因
此， 摄入等量的粗粮和细粮， 餐
后转化成血糖的程度是有差异
的， 这就是所谓的 “血糖生成指
数” 不同造成的。 粗粮是低血糖

生成指数的食物， 可以延缓血糖
上升速度， 更有利于糖尿病患者
控制血糖， 但粗粮也不能多吃。

误区三：
糖尿病患者都要少食多餐

饮食是糖尿病患者治疗中重
要的一环。 少食多餐可以改善部
分患者出现餐后高血糖， 或两餐
间饥饿感明显、 依从性降低的情
况。 但是对于大部分患者， 其降
糖治疗方案多是在三餐前后服
药。 若多餐， 药物不能有效覆盖
每一次餐后血糖， 反而会引起血
糖波动。

误区四：
水果在两餐之间吃

研究表明， 适量食用新鲜水
果有助于降低患糖尿病的风险，
也有助于降低糖尿病患者并发症
的发生。但是水果中含有果糖，一
般建议在进餐时食用， 不建议餐
间食用。 只有在血糖控制稳定的
情况下， 才可以在两正餐之间适
量摄入。同时，不同水果的血糖生
成指数不同， 糖尿病患者要选择
低血糖生成指数的水果。 （午综）

买到“雪糕刺客”， 消
费者如何维权？

“雪糕刺客”是网络流行语，
“天价雪糕”代名词。 指那些隐藏
在冰柜里， 看起来其貌不扬的雪
糕，却能在结账的一刻，凭着高昂
的价格狠狠刺中消费者的心脏。

不慎买到“雪糕刺客”，真的
只能自认倒霉吗？ 朝阳法院法官
助理孙雯表示，我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知
情权、公平交易权、获得赔偿权。
同时规定， 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
消费者权益争议双方无法协商和
解的，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寻求救
济： 请求消费者协会或者依法成
立的其他调解组织调解； 向有关
行政部门投诉； 根据与经营者达
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
裁；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因此， 消费者在受到 “雪糕
刺客” 攻击时， 如果发现商品没
有标价或者售价与标价不符， 认
为自身的知情权、 公平交易权受
到侵犯， 可以通过上述多种渠道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售卖“雪糕刺客”， 经
营者承担什么责任？

1998年起施行的 《中华人民

共和国价格法》 第十三条规定，
经营者销售、 收购商品和提供服
务， 应当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
的规定明码标价， 注明商品的品
名、 产地、 规格、 等级、 计价单
位、 价格或者服务的项目、 收费
标准等有关情况。

国务院 《价格违法行为行政
处罚规定》 亦明确规定不标明价
格的、 不按照规定的内容和方式
明码标价的属违反明码标价规定
的价格违法行为。 孙雯表示， 所
以， 经营者不进行明码标价售卖
“雪糕刺客” 的行为属于违法行
为。

具体处罚方式当中也有规
定 ： 经营者违反明码标价规定
的， 市场监管部门可以责令其改
正，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5000元
以下的罚款。

针对今年以来市场上频发的

高价雪糕乱象， 市场监管总局于
4月14日发布 《明码标价和禁止
价格欺诈规定》 予以重拳整治，
明确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进行
明码标价。 经营者根据不同交易
条件实行不同价格的， 应当标明
交易条件以及与其对应的价格。
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发生变动
时， 经营者应当及时调整相应标
价。 不标示或者显著弱化标示对
消费者不利的价格条件， 欺骗消
费者与其进行交易， 视为价格欺

诈行为。
根据上述规定， 经营者不明

码标价售卖高价雪糕是一种价格
违法行为 ， 扰乱了市场整体秩
序， 将面临相应的行政处罚。

针对“雪糕刺客” 的定
价， 法律如何规制？

孙雯表示， 当前市场上存在
的“雪糕刺客”乱象，折射出对于
商品或服务定价合理性的问题。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
法》 第三条的规定， 价格的制定
应当符合价值规律， 大多数商品
和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 极
少数商品和服务价格实行政府指
导价或者政府定价。 而雪糕作为
一种商品， 不属于政府指导价或
政府定价的范围， 应当实行市场
调节价 ， 也即由经营者自主制
定， 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

“但是， 市场调节价也应当
接受法律监督、 规制。” 孙雯提
醒， 经营者必须在公平、 合法和
诚实信用的原则之下， 合理考量
经营成本， 以不扰乱市场秩序为
前提， 制定合理的售价， 否则亦
可能构成相关价格违法行为， 需
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针对 “雪糕刺客 ”市场
乱象，全国多地市场监管部
门陆续开展行动，着力整治
雪糕销售不明码标价、价格
欺诈等违法行为。 朝阳法院
法官亦提醒经营者，市场调
节价也应当接受法律监督、
规制。 经营者必须在公平、
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之
下， 合理考量经营成本，制
定合理的售价，否则可能构
成相关价格违法，需要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粗粗粮粮可可以以降降糖糖？？

答：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 第五百三十三条规定， 合同
成立后， 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
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
的 、 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
化， 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
方明显不公平的， 受不利影响的
当事人可以与对方重新协商； 在
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 当事人
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
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人民法院或
者仲裁机构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
情况， 根据公平原则变更或者解
除合同。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 第五百六十三条规定， 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 当事人可以解除
合同： (一) 因不可抗力致使不
能实现合同目的； ( 二) 在履行
期限届满前， 当事人一方明确表
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

主要债务； (三) 当事人一方迟
延履行主要债务， 经催告后在合
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 当事
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
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
的； (五) 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以持续履行的债务为内容的不定
期合同， 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
同 ， 如果合同虽然仍有可履行
性， 但是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
施使得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
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
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 继
续履行合同对一方明显不公平
的， 则可能构成情势变更。 受到
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根据 《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五百三
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与对方重新
协商 ； 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
的， 当事人可以请求裁判机构变
更或者解除合同。

（房司司）

这这些些糖糖尿尿病病防防治治误误区区需需警警惕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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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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