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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期一招
【【你你会会选选柚柚子子吗吗？？】】吃吃柚柚子子的的

季季节节又又到到啦啦，，选选柚柚子子请请记记住住这这几几

点点：：11、、选选尖尖不不选选圆圆，，越越尖尖越越好好；；22、、选选

大大不不选选小小，，大大个个头头成成熟熟得得会会更更好好；；

33、、选选黄黄不不选选青青，，黄黄色色的的比比青青色色的的

成成熟熟更更早早；；44、、选选重重不不选选轻轻，，重重的的果果

实实比比较较饱饱满满；；55、、挑挑选选柚柚子子时时用用手手

指指按按住住底底端端，，按按不不动动的的最最好好。。

酒店的碗筷烫烫就能消毒？
真真相相很很吓吓人人！！原原来来根根本本没没多多大大用用，，都都是是自自我我安安慰慰

通常大家外出就餐时，都会习惯性地把开水倒入碗中，清洗一遍碗筷、杯碟，才会放心使用。不瞒你说，

小编也有这样的习惯，即使是到了星级饭店，还会像患了强迫症一样，只有用热水烫了碗碟才安心。那么，饭

前用开水烫碗筷究竟能不能消毒呢？为此，有记者做了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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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 单价
白菜 0 . 62元/斤
茄子 1 . 12元/斤
萝卜 1 . 03元/斤
洋葱 2 . 40元/斤
红薯 2 . 40元/斤

毛芋头 5 . 60元/斤
山药 5 . 00元/斤
藕 7 . 00元/斤

品名 单价
小米 5 . 98元/斤

红枣（干） 17 . 40元/斤

花生油 13 . 49元/斤

鲜猪肉 12 . 55元/斤

鸡蛋 3 . 76元/斤

羊肉 30 . 30元/斤

牛肉 27 . 40元/斤

品名 单价
梨 2 . 40元/斤

柿子 1 . 80元/斤

冬枣 4 . 30元/斤

富士苹果 4 . 40元/斤

柚子 4 . 20元/斤

桂圆 13 . 00元/斤
石榴 4 . 00元/斤
橘子 2 . 30元/斤

生活风向标

据济南堤口果品批发市

场官网10月15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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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油副食指数

烹调中产生的泡沫该不该撇掉？

测试样品：

某水饺店的餐具和某快捷

酒店的塑胶拖鞋

测试过程：

1、用ATP荧光检测仪试纸

对样品最容易受到污染的部位

进行取样；

2、取样完毕放入检测仪中

进行数据分析；

3、经过检测分析，餐具表

面细菌数值为41RLU，塑胶拖

鞋表面细菌数值为246RLU；

4、用100℃开水对样品进

行淋烫，再用拭子对样品同样

部位取样；

5、测试仪结果显示餐具表

面细菌数值为40RLU，塑胶拖

鞋表面细菌数值为241RLU。

实验结果：

经过对比发现，无论是餐

具还是拖鞋，在开水淋烫后，细

菌数值下降才不到3%，效果非

常微弱。原来，饭前用开水淋烫

碗筷没多大用，都是自我安慰！

专家表示，高温消毒要真

正达到效果必须具备两个条

件，一个是温度，另一个是时

间。引起胃肠道疾病的细菌多

数要经100℃高温作用1-3分钟

或80℃加热10分钟才能死亡，

如果加热温度仅为56℃，即使

加热30分钟后，这些细菌仍可

存活。另外，某些细菌对高热有

更强的抵抗力。因此，吃饭前用

开水烫碗，因作用温度和作用

时间不足，只能杀死极少数微

生物，并不能保证杀死大多数

致病性微生物。

2015年霜降是：

10月24日1：46：41，农

历九月十二，星期六。

今年霜降时节的特

点是外寒内热。在这段时

间人的手脚易凉，后背易

冷，是气血遇寒循环不畅

所致，但心里有燥热的感

觉。这是“秋行夏令”的结

果。面对这种气候，阴天

时要适当地增加外衣，艳

阳天适当减外衣，不要被

寒气所伤，也不要热伤

风。对内要清郁热。郁火

是阳气太过部分，属于体

内邪气。邪气太盛进入脏

腑，百病开始横生。

这段时间的饮食尽

量吃些生的白萝卜块。生

吃白萝卜一是下气，解腹

胀之围；二可入肺，加强

肺的“肃降”功能，既能止

咳，又能促大肠运动，“肺

与大肠相表里”。能吃甜

食的人可以吃些白梨，老

弱病者可以吃些白木耳。

综文

御寒清热吃点白萝卜

下周六霜降

还有个问题：外出就餐时，

如何辨别不合格消毒餐具？

一看：看外面的塑封膜是

否干净，如果膜上杂质很多，则

有可能是废塑料重复使用，还

要看生产信息 (厂址、联系电

话、产品保质期等)是否齐全。

二闻：打开塑封后，闻闻是

否有刺鼻气味，如果是用洗衣

粉等清洁液清洗的，会有较强

的气味残留，如果油脂残留也

会有不良气味。

三摸：用手摸一下餐

具，如果有水、涩的情

况，则可能是油

污 没 洗 干

净。

日常洗碗时，有些人只注

意洗碗内，不注意洗刷碗底，结

果碗叠碗时，这个碗的底放在

另一只碗上，碗底的脏物和细

菌，正好带到另一只碗内，给病

菌留下繁殖的温床，因此大家

再洗碗筷的时候要格外注

意，让碗筷上不再存

在致病细菌。

三招辨别不合格餐具 洗碗底才是真干净

据据《《现现代代快快报报》》、、3399健健康康网网、、安安徽徽卫卫视视等等

A、秋冬衣物：穿之前先晾晒

秋冬衣物在穿之前最好

能悬挂在通风的地方晒太阳，

再轻轻拍打，以防存放时间较

长而导致霉变。有些人对樟脑

丸过敏，晒晒衣服也有助祛除

衣物上残留的樟脑味。

B、夏季衣物：全部洗一遍

夏天穿过的衣服沾上汗

水和灰尘，容易形成斑点，所

以即使衣服看起来很干净，收

藏前也一定要全部清洗一遍。

C、衣服质料决定应该挂或叠

1、适合吊挂的衣服：西

装、套装、易皱的衬衫；亚麻、

全棉等质料的衣服最好也能

吊挂收纳。

2、适合折叠的衣服：所有

针织衣物。

3、普通的T恤、运动服、休

闲裤或牛仔裤，可以用卷寿司

的方法卷起来收纳，既省空间

又容易拿取。

D、这些原则帮你“断舍离”

1、两年以上不曾再穿戴

的；2、尺寸不合适，和目前年

龄、造型不搭配或穿起来不好

看的；3、有污点且洗不干净，发

霉或被虫蛀咬过的；4、穿了不

舒服、伤脚的鞋子及磨损的袜

子；5、衣服如果没有破损，不妨

送给适合的亲友，也可以捐赠

到慈善机构。

据《人民日报》

换季衣物保养法（上）

洁家有道

吃饭常咬舌头是想吃肉了？
医生说，这是疾病前兆！

有此一说

吃饭时咬了舌头，一些老

人会说，这是想吃肉了。但医

生提醒：隔三差五咬到舌头，

恐是疾病征兆。值得我们高度

警惕！

空军总医院神经内科主

任医师石进说，吃饭时，偶尔

咬到舌头，可能是注意力不集

中，走神了。也就是说，偶尔咬

到舌头是正常现象。可有的人

经常说着话，冷不丁地就咬了

一口，或者每隔两三天、四五

天就会咬到一次。那么，这又

是什么原因呢？

石进说，舌头的运动是由

神经系统控制的，任何一个环

节出问题了，舌头的运动都会

受到影响。一种就是舌头的运

动出问题了；第二种情况是舌

头和口腔的感觉障碍，它没有

感觉了；第三种情况就是咀嚼

和舌头的运动失调了，所以它

经常会被咬着。背后隐藏的问

题可能是中风、脑梗死，甚至

脑出血、颅内长东西、肿瘤等。

专家补充说，常咬着舌头

还有可能是牙齿的咬合关系

不好等。

此外，中医也把舌头视为

人体的一个主要的表达器官，

舌头可以反映五脏六腑的一

些疾病变化。比如说脾虚肾虚

者，我们一看舌苔边上有些齿

痕，舌体胖大，在这种容易咬

舌头的现象背后，实症就是心

火上亢、肝火上炎，但在这种

情况下，一定要结合人体的全

身状态来进行辨症治疗。

据央视财经

煮粥或煮面的泡沫：放心用

米、面煮制时，其中的蛋

白质会溶到水中起表面活性

剂的作用。此外，米、面中的淀

粉也会溶到水中，增加水的黏

度。汤的黏度越高，泡沫越多。

这些泡沫可以放心食用。

炖肉的泡沫：去血沫留白沫

煮肉时的泡沫稍微复杂

些。肉中的脂肪以及其他成分

也都会出现在泡沫中，此外，

肉中的许多血管，以及残留的

一些血液也会跑到汤里，经常

产生令人反感的气味和外观。

所以，煮肉初期产生的泡沫主

要源自肉中残留的血水，伴随

着一些杂质，最好撇去。如果

此后再产生白色的泡沫，主要

是肉中的蛋白质，可以保留。

泡茶的泡沫：超宝贵

泡茶时产生泡沫的物质

叫做“茶皂素”，是皂苷的一

种。科学研究称，它能抗菌，还

能抑制脂肪吸收，喝茶时完全

不必把这层泡沫去掉。

打豆浆的泡沫：造假高手

这时的泡沫主要是拜皂苷

所赐。它本身没问题，但其存在

会让豆浆在未被加热到沸腾时

就满锅泡沫，造成沸腾的假象，

而我们都知道没煮沸的豆浆是

不能喝的。建议加一点油来消

泡，或者小火加热等泡沫消失，

耐心地将豆浆煮沸。

咖啡的泡沫：可尽情享用

细微的咖啡颗粒本身就

能产生泡沫，而卡布其诺的泡

沫则是牛奶产生的。不管是咖

啡本身还是牛奶产生的泡沫，

均不损害健康，可尽情享用。

榨果蔬汁的泡沫：不必计较

榨果蔬汁时的泡沫跟咖啡

中的泡沫一样，有多种物质可

能产生，它们也都是果蔬汁中

的营养成分，并不影响健康。

——— 美国普度大学农业

与生物系食品工程专业博士

云无心 据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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