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您提个醒

“吃货”知识点

据外媒报道，近期网上有消息称，8月28日，
火星将非常靠近地球，届时夜空中将出现肉眼可
见的两个月亮。据称，如果错过机会，人们要再
等2287年，才能再看见这个天文奇观。

其实，这则消息是每年8月就会在互联网上
流传的假消息。

“火星非常靠近地球的现象在天文学中称为
‘冲’，每隔大约26个月，都是火星距离地球较近
的时候。”季江徽说。

冲日是火星在绕着太阳公转的过程中，运行
到与地球、太阳几乎成一条直线的状态。此时，
地球恰好居于太阳和火星之间。

火星到地球的距离近距离约为5500万千米，
最远距离则超过4亿千米。两者之间的近距离出
现的频率大约每15年出现一次。2003年的8月

28日，火星与地球的距离仅为约5576万千米，是
6万年来最近的一次。

2018年火星大冲时，和平时相比，在夜晚肉
眼看火星时会觉得火星亮了一些，因此就出现了
火星像第二个月亮的说法。2020年10月13日的
火星冲日，火星和地球最近时不到6300万千米，
虽比不上2018年的火星大冲，这已经算是非常接
近了。

但季江徽指出，火星在空中肉眼可见的大小
不可能像月球一样。如果是这样，考虑到地球、火
星及月球之间的引力，人类就可能面临大麻烦。

一般来说，火星和地球距离近的年份是最适
合发射飞船探测火星和在地面对火星观测的时
机。因此，我国天问一号也选择7月下旬到8月
上旬间发射。

假 8月火星靠近地球将现“双月”奇观
真 火星“大冲”常有，亮度难比月亮

火星曾被认为是太阳系中最有可能存在地
外生命的行星。

6 月16 日，据外媒报道，近期一张关于火星
表面的照片突然出现在网上，并有人称在照片
上发现了一块人骨，有人以此宣称火星曾有生
命出现。

在此之前，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位科学家声
称，他找到了可以证明火星上存在“昆虫或爬行
类”生命的照片证据。但其他研究人员认为，和
以往的那些所谓“发现”一样，这些根本就不是什
么生命。

“生命需要一个很复杂的系统才能生存，以
地球为样本，少不了宜居的环境、液态水、大气、
磁场、能源等。”季江徽告诉记者，火星与地球一
样，都处于太阳系的宜居带内（金星到火星之
间），也就是说距离太阳不远不近的位置。

从比较行星学来看，火星与地球相比，某些
地方是十分类似的，比如与太阳的距离，火星稍
远一些，相距1.52个天文单位；大小相近，火星直
径约是地球的一半；自转周期与地球几乎相同，
平均一个火星日为24小时39分多，人类感受的

一天几乎没有变化；火星自转轴倾角为25.19度，
与地球的相近，因此火星也有“寒来暑往，秋收冬
藏”四季更迭，只是季节长度约为两倍。

“但是，火星环境也有其严酷的一面，不利于
人类生存。”季江徽说，一是火星大气稀薄，密度
只有地球的大约1%，大气稀薄带来的后果是很
难形成温室效应，导致火星温度低，地表平均温
度为零下 55℃，而且大气中水分子逃逸到外太
空，从而使火星越来越干燥。

此外，寻找人类生存所需的氧气和液态水
也是重大挑战。季江徽告诉记者，火星大气主
要成分为二氧化碳（95.3%），氧气含量极低，约
为 0.15%；而地表类似于荒漠，2019 年 10 月，美
国“好奇”号火星车发现火星曾存在盐水湖，但
是目前还未发现稳定的液态水。通过“火星快
车”号遥感探测表明，火星地表之下存在着液
态湖泊。

“我们不能否认火星没有生命，也不能回答
火星过去有没有生命，更不能回答地球的生命是
否来自于火星，但是从目前的科学研究来看，现
阶段火星是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季江徽说道。

假 照片显示火星表面惊现人骨
真 现阶段火星环境并不适合人类生存

近日，一条关于“火星的小恒星将靠近地球，
产生巨大辐射后可能造成人身伤亡，一定要关闭
手机”的消息在一些社交平台传播。

“太阳系目前只发现一颗恒星，那就是太阳，
所有行星都围绕着太阳公转。”在季江徽看来，这
是一条很低级的谣言。

他告诉记者，火星与地球非常近，如果火星
附近存在一颗小恒星，那也就是相当于这个小恒

星也存在于地球附近，无需等它靠近，地球已经
能感受到双恒星对地球带来的影响。

双恒星或多恒星系统在宇宙中并不少见。
距离太阳系最近的恒星系统，半人马座α星（南
门二）就是一个三星系统，其中半人马座α星A
和半人马座α星 B 组成双星，在距离 AB 双星
13000个天文单位处有一颗红矮星：半人马座α
星C，又名比邻星，离我们太阳系约4.2光年。

假 火星附近小恒星辐射爆发
真 火星只有两颗卫星不可能产生巨大辐射

国家航天局日前宣布，计划于 7 月下旬到
8 月上旬择机实施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行
星探测工程天问一号任务）。天问一号将实现
火星环绕和着陆巡视，对火星开展全球性、综
合性的环绕探测，并在火星表面开展区域巡视
探测。

对于许多人来说，亿万千米外的火星既熟悉
又神秘，许多科幻大片都以火星为背景拍摄，科
学家也在设想让人类移民火星，但是关于火星是

否有生命存在、外星人是否到访、火星的气候、辐
射等环境以及火星与地球关系等，真真假假的传
闻始终是网络的热门话题之一。

每过几年就有人宣称在卫星拍摄的照片中
发现火星有生命存在的迹象，或是宣称火星是外
星人的基地；在某网络社交平台上，还有消息说
火星附近有一颗小恒星，一旦靠近地球其巨大辐
射将对人类产生伤害；以及部分外媒报道说，8月
份火星将非常靠近地球，届时夜空中将出现肉眼
可见的两个月亮……记者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季江徽研究员。

本报记者 张 晔

“双恒星系统对行星影响非常大，甚至是非
常危险的。”季江徽介绍说，前几年非常火的一部
科幻电影《星际穿越》，男主人公驾驶的飞船经过
黑洞时，被巨大的潮汐力撕扯变得粉碎。双恒星
之间也会有强烈的潮汐力，如果行星靠的很近，
不仅会让行星发生形变，行星的大气也会被撕
扯、剥离，所以行星距离双恒星太近也不可能有
液态水存在于星球表面。

如果谣言说的是火星的卫星，这个卫星是真
实存在的。目前已发现火星有两个天然卫星：火
卫一和火卫二。这两颗卫星形状不规则，科学家
推测它们可能是被火星俘获的小行星。

但火星卫星不可能产生巨大的辐射，也不可
能影响到地球的手机通讯。目前，已知太阳的耀
斑爆发会对地球电力和通讯系统造成严重影响。

1859年，天文学家理查德·卡林顿在观察太
阳时，第一次观测到太阳耀斑。在此后大约18小
时，地球上出现了有记录以来最大的地磁风暴：
世界各地都观测到极光，其亮度甚至可以阅读报
纸；而电报机会在断开连接的情况下，因为感应
电流引起震动。

如果今天发生这样的事件，大量电力和电子
基础设施将遭受毁灭性的影响，造成损失可能高
达数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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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火星探测任务相继开启多国火星探测任务相继开启

火星又要火星又要““火火””了了
这些真真假假你搞清楚了吗这些真真假假你搞清楚了吗

喝茶是一个安静的活动，喝奶有利于人体健康，奶茶却是一
种典型的快消品。人们一边说着再也不喝奶茶了，一边走进了
奶茶店。逃不过“真香定律”的奶茶究竟有何魔力让年轻人趋之
若鹜呢？港式、台式、低糖、奶盖……种类繁多的奶茶里究竟有
什么？对健康又有何影响呢？下面让我一起来看看。

虽然奶茶和牛奶只有一个字不同，但有些奶茶中的奶却并
非是牛奶，而是用植脂末代替的。植脂末的主要成分有氢化植
物油、葡萄糖浆、酪朊酸钠、硅铝酸钠，而部分氢化植物油则含有
反式脂肪酸。科学研究表明，反式脂肪酸的摄入量和心血管疾
病发病率呈正相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日反式脂肪酸
摄入量不超过2克。用植脂末做的奶茶，每300毫升（相当于中
杯奶茶）中就有0.5克到2.7克的反式脂肪酸，如果长时间喝奶茶
会提高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此外，一杯奶茶的含糖量也不容小觑。研究显示，一杯奶茶
约等于一瓶可乐的含糖量，即使是低糖、去糖或无糖的奶茶，也
都含有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规定“每天糖的摄入量不要超
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而正常甜度的一杯奶茶含糖量
就达到了35克。

除了反式脂肪酸和糖，打造奶茶良好风味和口感的另外一
个因素就是脂肪的参与，但是过量的脂肪摄入会引发肥胖，在带
有奶盖的奶茶中，脂肪含量尤其高，平均为7克/100毫升。成人
每日推荐摄入的脂肪小于60克，喝这样一杯奶茶相当于吃掉了
两顿饭的脂肪。所以奶茶虽然好喝，但还是适量为宜。

（来源：科普中国）

让人欲罢不能的奶茶

并不只是奶和茶

新华社讯（记者杨文）高考一结束，就有人利用非法途径获
取大量考生及家长信息，以谋取钱财为目的进行诈骗。山东警
方提醒考生和家长，当遇到高考“补录指标”“申请补贴”等信息
时，要注意提防相关诈骗，不能盲目相信。

高考分数是考生和家长关心的重点。不法分子通过短信，
发送带有木马链接的虚假提前查分网址，一旦点击进入，木马病
毒便会自动植入手机，从而获取手机所关联的银行卡等信息。
不法分子通过拦截获取支付验证码，就可以经网购消费变现或
者是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转账等方式获利。

警方提醒，考生及家人查分时应认准教育部门指定的查询
方式及查分网址，不要轻易点击手机短信里来历不明的链接。
如果不慎点击，要立即卸载手机上的支付宝等快速支付工具，确
保资金安全，并在备份手机通讯录等重要信息后，将手机重置或
恢复出厂设置，或向专业技术人员求助清除病毒。

谨防教育补贴诈骗。有人冒充成“教育局”“财政局”等政府
机关工作人员，主动与考生、家长联系，并准确报出考生的学籍
信息，骗取家长或学生的信任，再以领取“教育补贴”需先“激活
账户”为名，让其带着银行卡到ATM机上操作，从而盗取其银
行账户上的资金。

警方提醒，任何与高考相关的款项发放均不会通过ATM
机进行，考生和家长如果收到类似电话或短信，要先与学校及班
主任联系，不要随便透露个人信息及银行卡号和密码。

此外，对于号称可花钱获取补录名额，申请助学金、高考补
贴，索要生活费、培训费等，不能盲目相信，考生及家长一定要主
动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联系求证。

高考查分

短信里来路不明的链接别乱点

夏季入伏后，中暑成常见疾病。资料显示，若高温天气持续
3天，中暑病人就有增多趋势。热射病是极重的中暑，老年人是
高危人群，或影响其心脏功能，甚至肝脏衰竭。入伏后，高危人
群一定要警惕热射病的发生。

热损伤因素作用于人体后会导致一系列变化，从轻到重分
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和重症中暑，其中最重的重症中暑，即称
为热射病。它是指因热力损伤引起的人体体温调节功能失调，
体内热量过度积蓄，从而导致人体组织器官受损，临床主要表现
为高热、精神状态改变及多脏器损伤。部分患者即使脱离了生
命危险，也会遗留不同的后遗症。

对高温、高湿环境适应不充分是致病的主要原因。在大气
温度升高（>32℃）、湿度较大（>60%）和无风的环境中，长时间工
作或强体力劳动，又无充分防暑降温措施时，缺乏对高热环境适
应者易发生热射病。年老、年幼、体弱及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亦较
多发生。易发因素包括：环境温度过高，人体由外界环境获取热
量；人体产热增加，如从事重体力劳动、发热、甲状腺功能亢进和
应用某些药物；散热障碍，如湿度较大、过度肥胖或穿透气不良
的衣服等；汗腺功能障碍，见于系统硬化病、广泛皮肤烧伤后瘢
痕形成或先天性汗腺缺乏症等患者。

要远离热射病，我们应避免在高温、通风不良处强体力劳
动，避免穿不透气的衣服。炎热的夏天户外锻炼一定要注意时
间，不要在太阳最烈、日照最强时锻炼，可以选择晨练或夕阳西
下时，但也要注意，不可进行长时间爬山或跑步。夏天出汗多，
一定要注意多喝水，补充体内流失的水分，可以适当喝淡盐水，
避免大量出汗引起的体内电解质紊乱。一旦出现大汗淋漓，神
志恍惚时，需立即就近避暑降温并呼救。如发生昏迷，应将昏迷
病人抬至阴凉通风处，头偏一侧预防呕吐窒息，同时浇凉水，降
低身体温度，解开衣服扇风，监测体温变化，马上送往医院，进行
降温及液体复苏等抢救治疗，千万不可耽误治疗时间。

（来源：科普中国）

又到夏日炎炎

再说一次热射病

保鲜、防止水分流失、防串味儿……保鲜膜实
属居家必备产品。夏天来了，保鲜膜的使用率更是
大大增加。近日，有传言表示经常使用保鲜膜会致
癌，这则传言是真的吗？

对此，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科学技术
部主任、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专家委员会委员
阮光锋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只要符合《食品用塑料
自粘保鲜膜》《食品安全标准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用添加剂使用标准》（GB9685—2016）等相关国家
标准的产品，就不会对健康造成危害，更不会致癌。

PVC保鲜膜安全问题主
要聚焦两方面

阮光锋介绍，目前，市场上销售的食品保鲜膜
主要有三大类。第一类是聚乙烯（PE或LDPE）材
质，主要用于水果、蔬菜、猪肉等生鲜食品的包装；
第二类是聚偏二氯乙烯（PVDC）材质，主要用于肉
类熟食的包装；第三类是聚氯乙烯（PVC）材质，可
用于食品包装。

公开资料显示，材质为聚乙烯和聚偏二氯乙烯
的食品保鲜膜是无风险的，可以安全使用。对于材
质为聚氯乙烯的食品保鲜膜，网上有说法称，其中

含塑化剂会致癌。这样的说法是真的吗？
“聚氯乙烯是以氯乙烯单体聚合而成的高分子

材料。大家常担心的PVC的安全问题主要涉及两
方面，即氯乙烯单体和塑化剂是否有害。”阮光锋说。

阮光锋表示，聚氯乙烯是国际癌症研究中心评
定的3级致癌物，基本不用担心。3级致癌物为动
物和人群研究的致癌证据都不充分，或动物实验证
据充分，但人群研究则明确无致癌作用。而氯乙烯
单体则是的1级致癌物，是证据比较充分的人类致
癌物。

我国标准食品包装用聚乙烯树脂卫生标准
（GB9681-1988）规定，食品包装用聚氯乙烯成型品
种氯乙烯单体的含量不得超过 1 毫克/千克。另
外，《食品法典》也制定了氯乙烯单体在食物中的指
引限值不得超过0.01毫克/千克。

“通过这些严格的规定，我们可以将食品安全
风险降到尽可能低。因此，如果购买PVC塑料，尽
量从正规渠道购买。”阮光锋说，PVC在受热时并不
会产生氯乙烯单体，而是产生氯化氢气体，并导致
塑料的变形和变色。产生的氯化氢基本会挥发或
者溶解到液体中，非常微量，安全性也可以放心。

塑化剂又称为增塑剂，在聚氯乙烯塑料中有广
泛的应用。塑化剂中应用较多的是邻苯二甲酸酯
类物质，这类物质有上百种化合物。国家标准规

定，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DEHP）从包装
材料进入到食品中的量不能超过1.5毫克/公斤。

“塑化剂的安全性还是取决于吃了多少，以及
吃了多久。只要符合国标食品包装材料标准就不
会对健康造成危害，而那些违法违规产品则可能存
在滥用或迁移量超标的问题。”阮光锋说。

溶解于油脂、酒精中会有
一定风险

在生活中选购保鲜膜产品时，专家强调，首先
要购买正规卖场出售的正规厂家的食品保鲜膜，尽
量购买聚乙烯、聚偏二氯乙烯材质的食品保鲜膜，
并且看清各种组成成分。

“那些违法违规产品，可能存在滥用或迁移量
超标的问题。因此要尽量购买正规卖场出售的、正
规厂家生产的食品保鲜膜。”阮光锋提醒，国家对塑
料产品都有严格的质量规定，只要是正规产品，都
是可以放心使用的。

“同时，要避免和油脂、酒精类食物同时使用。
虽然PVC材质的食品保鲜膜在正常情况下使用无
风险，但其不能用于油脂、酒精类食物，因为塑化剂
溶解于脂肪、酒精中，会有一定风险。”阮光锋说，塑
料制品尽量不要用来盛放、储存油脂含量高的食
品，塑化剂可以溶解于脂肪中，如果油脂多，塑化剂

的溶出可能更多。
除此以外，要避免高温加热。“不管是食品保鲜

塑料盒，还是保鲜膜，都不提倡和食物一起高温加
热，除非保鲜膜特别标明‘可用于微波炉’，或标明
了可耐受的温度。”阮光锋说。

专家提醒，各种保鲜膜所标注的最高耐热温度
不同，有的相差10℃左右，微波炉内的温度较高时
会达到110℃左右，消费者必须严格按照保鲜膜包
装上标注的温度加热或者选择耐热更好的保鲜膜。

目前实施的《食品用塑料自粘保鲜膜》国家标
准，不仅对保鲜膜种类、使用原料和使用添加剂作
出了明确规定，还对各种保鲜膜的使用功能进行
了严格限制。按照国标的要求，可用于包装食品
的保鲜膜必须标注“食品用”字样；聚氯乙烯保鲜
膜仅适合用于包装生鲜食品，应标有“不能接触带
油脂食品”“不得微波炉加热”“不得高温使用”等
警示性语言；其他类别的保鲜膜，如可用于微波炉
加热，应注明“可微波炉使用”、加热方式及最高耐
热温度。

阮光锋强调，塑料制品在某种程度上方便了我
们的生活，每一种塑料性质和使用条件都是有差异
的，合理使用才能更好的保障安全。塑料制品一般
都不是非常耐高温，温度较高时可能析出有害物
质，因此平时使用时尽量避免长时间高温加热。

正规保鲜膜不存在致癌风险，但——

PVC保鲜膜使用要避开油和酒
本报记者 马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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