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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里，要想长时间保存香蕉，只需将香蕉清洗擦干净，而后

用锡纸包住香蕉根茎部。其依据的原理是，香蕉释放的乙烯气体

可加速香蕉变褐变熟，也会加速附近任何水果的成熟进程。因为

大部分乙烯从香蕉根茎部位释放，因此用锡纸或者保鲜膜裹住此

处，可缓解香蕉成熟进程，从而达到延长保鲜时间的目的。

对此天津科技大学食品学院（天津市食品安全科普基地）副教

授王浩表示，香蕉属于呼吸跃变型水果，这类水果在成熟期会释放

大量的乙烯（会使香蕉成熟），此时果实呼吸速率大幅度提高，会迅

速达到成熟。香蕉要想长时间远途运输，必须在没有完全成熟之

前就得从树上摘下来，才经得起长途运输和长时间储存。

“一般来说，消费者购买到黄橙橙的香蕉，基本都在售卖前经

过人工催熟处理。”王浩说，因此香蕉买回来，先用清水清洗擦干，

可以减少表面乙烯气体的附着，有利于延长香蕉的保鲜期。用锡

纸或者保鲜膜包住香蕉根部，也是为了抑制乙烯气体的释放，应

该有一定效果，但是效果不一定这么明显。要想延长香蕉保鲜

期，还是主要控制香蕉存放的温度，一般在十几摄氏度最佳，可以

减慢香蕉呼吸速度。同时减少受压面，最好把香蕉悬挂起来，因

为组织受压后，会慢慢变软，受压面的保鲜最差。

王浩表示，一般来说，经过人工催熟处理的香蕉可以保存一

周左右，通过技术手段，可以延长保存期到两周。如果想长期存

放香蕉，最好购买没经过人工催熟处理的青香蕉，让它们自己慢

慢熟化。

香蕉根部包锡纸会延长保质期？未必！

岁末年终，是不少上班族冲业绩的关键时期，高强度的工作

和压力，让不少人深感焦虑，失眠也成了家常便饭。此时抖音、小

红书上各路网红推荐的睡眠喷雾成了不少上班族的救命稻草。

各种睡眠喷雾都号称添加了薰衣草、香根草、甘菊精油等多种纯

天然助眠成分，睡前在枕头或被套上喷 2—3下，就可以让人放松

身心、缓和焦虑的情绪，从而帮助入睡。

对此天津市安定医院心境障碍科王立娜主任介绍，有些植物

确实有安神的功效，复方植物精油涵盖了萜烯类、醇类和酯类 3

大类成分，其中主要成分是乙酸芳樟酯、芳醇和柠檬烯。一般来

说，醇类物质镇静效果较好，已有相关研究证实，芳樟醇对中枢神

经系统有安抚作用，包括帮助睡眠、抗惊厥、降体温等。此外，酯

类物质也具有助眠效果，可以延长睡眠时间，这些物质随着剂量

增加其作用也会适当增强。

“这种含有精油的睡眠喷雾作为保健品，急性失眠的患者可

以短期使用，也有一定助眠效果。目前也有调查显示，70%左右

的急性失眠患者可以慢慢地通过自己调节恢复过来。”王立娜说，

但另外的 30%左右的患者会从急性失眠过渡到慢性失眠，这部分

人就需要找专业医生进行检查和专业的系统性评估了。

慢性失眠、睡眠节律紊乱，就不是这些保健品能解决的了。

如不及时接受专业医生的治疗，会导致很多情绪问题，最常见的

如抑郁症、焦虑障碍。相反，抑郁焦虑也会出现睡眠障碍。二者

互相影响，恶性循环。

睡眠喷雾是“失眠克星”？效果有限！

一到冬天，最痛苦的事就是洗碗了。如果没有热水，油腻

腻的碗碟很难清洗干净。抖音上一款和鼠标差不多大小的洗

碗神器让人们看到了解放双手的希望。视频中这款超声波洗

碗器被放到水槽中，随着仪器震动，碗碟上的油污也相继脱

落。不过也有人发视频验证，通过使用超声波洗碗器，碗碟上

的油污依然存在。

对此天津大学化工学院教授张生解释，超声波清洗从原理上

是利用空化效应对物件进行清洗，通俗地说就是超声波形成的气

泡破裂时产生的微爆炸和冲击波代替双手去搓洗碗碟，使被清洗

物表面的污物遭到破坏，并迅速脱落。一般来说，额外加入一些

表面活性剂（洗涤剂）清洗效果会更好。

“视频中效果不理想，主要是由于机器的功率太小，以及碗碟

所在的位置造成的。”张生表示，大型超声波洗碗机一般在底部密

布超声波换能器，这样可以从各个方向清洗碗碟。而这种鼠标大

小的洗碗器放在水槽中，产生的超声波只能向外扩散，离洗碗器

近的地方能量就强，离得远的地方冲击波弱，就会影响清洗效

果。此外，水槽中水量多少也很重要，当水量和功率不匹配的时

候也会影响超声波洗碗器的使用效果。

“鼠标”超声波洗碗器能解放双手？实测洗不干净……

我们每天的生活面临着众多的选择，大到选

工作、选伴侣，小到午餐要吃什么、衣服要买哪

件。按理说，有选择总比没选择好。然而，对有选

择困难症的人来说，选择多了却不是什么好事。

选择越多，他们越纠结，大事小事都很难做决定。

为什么会出现选择困难症？选择困难时，又该如

何克服呢？

内心冲突和讨厌“失去”是主因

最常见的选择困难莫过于：今天吃什么。大

多数人都为这个问题发愁。之所以为“吃什么”而

纠结，是因为人的内心有冲突。比如这样：想吃米

饭又想吃面条，然而只能二选一，很难抉择；还有

这样的：这也不想吃那也不想吃，导致没法做决

定。内心有冲突，是人们选择困难的重要原因。

内心冲突，指的是人内心有多种欲求，但这些

欲求又是相互对立、无法同时满足的。按照美国

心理学家勒温和米勒的分类，内心冲突有 4 种类

型：一是双驱冲突。两个都想要，却只能二选一，

可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二是双避冲突。两个都

不想要，却必须二选一。三是趋避冲突。风险与

收益并存，比如面对一个高薪但高强度的工作，你

既想要高薪，又担心长年加班身体吃不消，这让你

很难做决定。四是双重趋避冲突。两种选择都有

利有弊，比如工作 A 稳定、清闲、工资少，工作 B不

稳定、压力大、工资高，你不知该选哪个。

当内心有冲突，做选择就没那么容易了。看

似有好几个选项，然而每个选项都不是最优解。

不管选哪个，都不能满足全部需要，总是差那么点

意思。于是，有的人因“两个都想要”而纠结；有的

人因“必须舍一个”而不甘；有的人，则出现“选哪

个都不满意”的失落……内心冲突，让种种负面情

绪纠缠在一起，导致人们选择越多越痛苦。

在内心冲突导致的负面情绪中，有一个情绪，

对选择的影响很大。这个情绪，便是对失去的“厌

恶”，人性是讨厌“失去”的。

美国心理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
卡尼曼，设计了一个实验，结果发现：损失100美元

的痛苦远大于得到150美元的快乐；要想弥补失去

100美元的痛苦，你需要收益 200美元。这种心理

学效应叫“损失厌恶”，它指的是同等数量下，收获

带来的喜悦，并不能抵消损失带来的痛苦；若要抵

消“失去”的痛苦，需要2倍分量的“得到”才行。

那么，损失厌恶是如何影响选择的呢？任何

选择都是取舍，选了这个必然要舍弃另个，所谓有

得有失。然而如果“得”的喜悦，不能抵消“失”的

痛苦，哪怕做了选择内心也不痛快。比如，有些人

纠结要不要转行。转行意味着放弃之前的专业积

累，要承受沉没成本，而新的行业虽然有更大空间

但也充满了未知。收获能否抵消失去？转行是否

明智的选择？都是让人头疼的问题。理解了损失

厌恶，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选择会带来痛苦了。

摆脱选择困难从这三点入手

首先，当需要有冲突时，较好的解决方案是：

了解核心需要，解决主要矛盾，以后有条件再满足

其他需要。打个比方，大学毕业是选择工作还是

考研，这就要问自己：工作和考研分别能满足什么

需要？当下哪个需要更迫切？我只能二选一吗，

还是可以分步实现？把内心冲突梳理清楚，也就

迈出了选择的第一步。

其次，有些人做选择很困难，有些人却很容

易，其原因在于有选择困难症的人们，属于评估型

决策者，他们会花大量时间用来评估和担忧各种

可能性，试图找到最优解。而受制于现实条件，往

往没有最优解，很多纠结其实是做无用功。

相较而言，行动型决策者更容易做选择，新加

坡南洋科技大学和科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

研究发现，“行动型决策者做决策时并不会感受到

太大的痛苦，反而希望快速做出决定并去执行它”。

如果你属于评估型决策者，与其苦苦找到

100 分最优解才做决定，不如像行动型决策者学

习，少一些思考多一些行动，有 70 分的满意解就

果断决策。

此外，不管选什么，买定离手很重要。有些人

做选择很困难，是出于害怕损失、害怕未知。他们

反复担忧：万一我选错了怎么办？然而，不管选什

么，都会有得有失，谁也无法告知你哪个是正确答

案。因此，与其患得患失，不如买定离手。当你能

够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做好承担代价、接受任何结

果的准备，选择便没那么难。

（作者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做到这三点做到这三点，，你的选择困难症就有救了你的选择困难症就有救了

杨剑兰

方便面补万物、香蕉锡纸保鲜、失眠用睡眠喷雾……

抖音上的热门小妙招儿，并非个个都妙
陈 曦

香蕉用锡纸包住可以延长保质期？睡前在枕头上喷几下睡眠

喷雾就可以快速入睡？牙膏、小苏打、白醋、食盐和洗洁精混合在

一起就可去除陈年污垢？还有更神奇的方便面可以修补万物？这

些流传于抖音短视频的“生活小窍门”，有图有真相，操作简单又奏

效，看着让人心里“种草”，跃跃欲试。但也有网友在尝试后表示效

果并不理想。那么这些小窍门都靠谱吗？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春节前家家户户都得进行大扫除，厨房里的陈年污垢可难倒

了不少主妇。有网友适时送上去污妙方，让不少人如获至宝。在

视频中，牙膏+小苏打+白醋+洗洁精混合在一起使用，在黑锅底

上一抹，瞬间光亮如新。

张生表示，锅底的黑垢主要成分是燃气燃烧不充分的积碳、

氧化铁和油垢等的混合物。小苏打是碳酸氢钠，可以帮助去除油

垢。白醋除了水主要成分是醋酸，可以帮助去除氧化铁。牙膏的

主要成分是摩擦剂（碳酸钙、磷酸氢钙），食盐主要成分是氯化钠，

两者可以帮助去除积碳。洗洁精也是可以去除油垢的，因此这个

配方从原理上讲是可以去除锅底污垢。

虽然从原理上具有清洁作用，但在不少网友的后续实验

中，这个配方并没有起到强力去污的作用。和原视频的“一抹

如新”相比，网友实验中，锅底的污垢依然顽固。对此，张生表

示，配方原理上可行，但具体清洁程度应该与锅底污垢的厚度

以及形成的具体条件有关。另外网友视频中加水过多，配方

原材料过度稀释，不利于清理污垢。此外，锅底的氧化铁和油

垢虽然相对容易清除，但积碳则不易除掉。这也是配方失灵

的原因之一。

牙膏、小苏打、白醋等混合可强效去污？理论上可行……

自从有了抖音，人们见识了“高手在民间”。目前抖音上流行

的方便面修补破损的家具、马桶、地面等视频就让人叹为观止。

细究其修补步骤，加方便面和胶水—磨砂—抛光—刷漆—完成，

过程简单粗暴，修补过的家具肉眼看上去几乎看不到痕迹。

对于这个“手艺”，张生分析说，修补主要利用填充物和黏

着剂将孔洞填上。传统的修补家具中会用到木粉、原子灰等进

行填补，再用特定的胶水固定，最后打磨上色即可。而用方便

面作为填充物也不是不可以，只不过其含油、疏松、颗粒大，如

果胶水不够均匀，修补手艺不够精湛，可能会影响修补后的效

果和质量。

方便面修补万物大法靠谱吗？关键看手艺……

新华社讯（记者李雯）一项新研究表明，土壤等自然环境中残存

数十年的人造化学污染物一旦进入孕妇体内，哪怕含量极低也会影

响胎儿的生长发育。这些污染物主要包括杀虫剂滴滴涕(DDT)、多

氯联苯（PCB）、有机氯农药和阻燃添加剂等。

美国国家儿童健康与人类发育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人员近日在

《美国医学会杂志·小儿科》期刊上发表文章说，他们检测了美国

2284 名孕妇的血样，并用 B 超监测了她们体内胎儿的生长发育情

况。这些女性都在怀孕的头三个月参与研究。研究人员发现，孕妇

血液中污染物的含量会影响胎儿生长发育速度。

例如，与体内多氯联苯含量排在后 25%的孕妇相比，含量排在前

25%的孕妇体内的胎儿平均头围会小 6.5 毫米。与体内有机氯农药

含量排在后 25%的孕妇相比，含量排在前 25%的孕妇体内的胎儿头

围小 4.7 毫米。但研究人员目前并不清楚胎儿在子宫中发育速度较

慢对出生后生长发育的影响。

研究人员指出，尽管研究中的大多数污染物已被禁用，有些甚至

被禁了几十年，例如作为润滑油及多种工业产品添加剂的多氯联苯，

自 20世纪 70年代就陆续在各国禁用，但这些人造化合物残留于环境

中很难自然降解，人们会通过饮食和饮水接触到这些污染物，它们对

人体依然存在影响。

残存多年的化学污染物

仍可对胎儿产生影响

新华社讯（记者李松）最近，重庆南岸区一名 3个月大的幼儿出

现持续轻微咳嗽、流鼻涕的症状，被当成感冒治疗却未见好转，后被

送医确诊为毛细支气管炎。专家提醒，毛细支气管炎的早期症状与

普通感冒相似，易被误诊，需引起重视。

“毛细支气管炎是小儿冬季常见的急性下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多

发于两岁以下的婴幼儿，多由呼吸道合胞病毒、鼻病毒等感染引起。

病变部位主要在肺部毛细支气管，由于炎症使其变得更加细小，加上

分泌物增加、排痰不畅，会导致出现呼吸不畅、喘憋等临床症状。”重

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呼吸一病房副主任医师闫莉说。

专家介绍，毛细支气管炎的初期症状与普通感冒相似，主要表现

为鼻塞流涕、轻咳。几天后咳嗽可能加重，出现气急、咳痰、喘息。有

许多家长将毛细支气管炎当作普通感冒来治疗，会延误病情。

闫莉说，患上毛细支气管炎的孩子应及时到医院就诊，由专科医

生判断后确定治疗方法。由于毛细支气管炎多是由病毒感染引起，

因此发病早期一般不需用抗生素治疗。如发病后期怀疑继发细菌感

染，可用抗生素治疗，并以对症治疗为主。

早期症状似感冒易误诊

专家提醒警惕毛细支气管炎

据新华社讯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在其官网上发布了 5条新年健

康饮食小贴士，提醒人们如何吃得更健康均衡，增强身体抵抗力。

一、吃多种食物。均衡饮食有助增强身体抵抗力，使人更加健康

长寿。世卫建议，日常饮食应尽量包括小麦、大米、玉米、土豆等多种

主食，外加各种豆类、新鲜果蔬以及鱼肉蛋奶等动物来源食品；尽可

能多吃燕麦、糙米等富含膳食纤维的全谷物食品；零食最好选择新鲜

果蔬和无盐坚果，而非高糖、高脂和高盐食品。

二、少吃盐。吃盐过多会导致血压升高，增加心脏病和中风风

险。世卫建议成人每天食盐摄入量不超过 5克（约一茶匙）。人们在

烹饪时应少放盐，减少使用酱油等咸味调味品；在购买罐头、蔬菜干、

坚果等食物时，尽量挑选不添加盐和糖的品种；餐桌上不摆放盐瓶和

含盐调味品；检查食品标签，选择低钠产品。

三、低脂少油。人们在饮食中如果摄入过多脂肪会增加肥胖、心

脏病、中风风险，人造反式脂肪对健康危害尤其大。世卫建议，用大

豆油、菜籽油、玉米油等更健康的油替代黄油和猪油；选择鸡鸭鱼肉

等脂肪含量较低的“白肉”，而不是猪牛羊肉等“红肉”；烹饪时尽量用

蒸或煮替代油炸；购买食品时应检查标签，避免购买含人造反式脂肪

的各种加工食品、快餐和煎炸食品。

四、限制吃糖。吃糖过多不仅有害牙齿，还会增加超重和肥胖风

险，导致慢性健康问题。世卫建议限制甜食和碳酸饮料、果汁和果汁

饮料、冲调饮料、调味乳饮料等含糖饮料摄入；选择新鲜的健康零食，

摒弃加工食品；少给儿童吃含糖食品，不应将盐和糖添加到 2岁以下

婴幼儿的辅食中。

五、控制饮酒。庆祝新年常常离不开酒，但饮酒过多过频不仅会

增加受伤的直接风险，还可能给身体造成长期影响，如肝损伤、癌症

等。世卫建议尽量少喝或不喝酒，某些特定人群应绝对禁酒，比如孕

妇和哺乳期女性、驾驶员、机械操作人员，以及患有某些疾病而酒精

会加重病情的人、正在服用能与酒精直接发生反应的药物的人等。

世卫组织发布

新年健康饮食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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