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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谣言热搜

心理话

如今，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是宠

物经济的火热。据中国新闻网报道，在广西壮族自

治区的一些商家近来推出宠物香薰浴、猫狗月饼、

宠物网上问诊、宠物殡葬等多元化服务，以满足养

宠人士的需求。

而在各种宠物中，猫尤其深受喜爱，“吸猫”成

为许多年轻人的业余爱好，这些年轻人称自己为

“铲屎官”。有些“铲屎官”甚至戏言，一日“吸猫”，

终身想猫；一日“吸猫”，终身养猫。

那么，为什么猫会有这种魔力？为什么“吸猫”

会上瘾？针对上述问题，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

专家。

养猫让人感到愉悦和放松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热衷于“吸猫”？

“生活中常见的宠物有很多，比如猫、狗、兔子

等，而人类选择猫作为主流宠物，喜欢‘吸猫’，主要

和它给人们带来的特殊触感有关。”中国科学院心

理研究所教授陈祉妍表示，宠物猫就像毛绒玩具，

摸起来毛茸茸的，手感很好。

“同时，‘吸猫’能让主人心中产生某种暖意。

这种感觉能让人联想到温暖与安全，会让人感到愉

悦和放松。”陈祉妍解释道。

从促进心理健康的角度来说，有很多学术研究

发现，养宠物或者增加与宠物的互动，有助于人们

缓解压力、提高幸福感，还有利于保持身心健康，甚

至有助于部分患者的康复。

此外，宠物也是陪伴人们生活的“伙伴”。陈祉

妍表示，在现代社会，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和人

之间的密切联系日渐减少，但宠物能相对全身心地

陪伴人。

“尤其是像猫这一类动物，它们相对比较‘宅’，

大部分时间都守在主人身边。当一些人感到孤独

时，或因社交技能不够很少与人接触时，宠物的陪伴

就可以很好地缓解他们的孤独感。”陈祉妍解释道。

投入越多 爱得越深

生活中，很多养猫者一旦“入坑”，便会越陷越

深、难以自拔。在陈祉妍看来，“吸猫”会上瘾，主

要是因为人类的一种情感机制，即人们给一个对象

投入越多时间、精力，就会越爱它。

“生活中，我们常会看到，当你越爱一个人，就会

越愿为他做事。其实反过来也成立，你越为他做事，

你越能感受到对他的爱意。这是一个滚动加强的关

系，人会无意识地加强行为背后的动机。”陈祉妍说，

“如果只是一个路人，即你没有投入过精力和时间的

对象，你可能不会那么喜爱他。可是，主人对宠物猫，

为它花钱、悉心养育它、逗它开心，生病时为它担忧，

他们为猫付出越多，就会越喜爱它，这就导致上瘾。”

此外，人通常很难提供给另外一个人无条件的

积极关注，而宠物可以做到无条件。“生活中，一个

人给另一个人的爱和关心，常常是附加一定条件

的，比如你的行为要符合我的准则。而宠物对主人

的爱则更多是无条件的，它并不会对主人进行评

判，它给予爱和陪伴的方式更简单。饲养者则可以

从这种简单的交往中，获得快乐。”陈祉妍解释道。

“铲屎官”要多与人接触

在陈祉妍看来，“吸猫”对人更深层次的正向影

响，是它给人提供一种目标感。

“人是一种寻求意义的动物，需要找到生活的

动力和目标。在养猫的过程中，主人要照顾猫，猫

会依赖于这种照顾，这会使主人感觉到，自己对猫

是有责任的，这也就成了他们的生活目标之一。”陈

祉妍认为，“其实，人真正找到一个生活的大目标去

实现是很困难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但养

好宠物恰恰是一个小小的、可以实现的目标，这对

饲养者的生活是有积极意义的。”

“很多宠物猫的主人都会说，自己为了宠物付

出了多少辛苦、承担了多少责任，但他们还是开心

的。其实，这表明他们在养宠物的过程中，发现了

自己有给予爱的能力，包括为对方牺牲自己、了解

对方的需求、回应对方的需求等。通过养宠物，有

的人还学会了如何满足他人的需求、如何跟人建立

关系。”陈祉妍说。

不过，“吸猫”也不全是好处。“我并不认为，养

宠物产生的全是积极作用。”陈祉妍认为，很多人把

过多的精力和时间给了自己的宠物，但其实相比爱

一个宠物，了解一个人、爱一个人，才是更复杂、更

有挑战的事。

“养宠物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我希望‘铲屎官’

们借由照料宠物，加深对人际交往的理解，不要用

与宠物的关系替代与人的关系。”陈祉妍建议道。

“吸猫”成瘾，该怪你还是怪猫

本报记者 陈 曦

生活中，消毒剂的种类非常多，其中含氯消毒剂是我们常用

的一种，比如自来水、一般医用诊疗用品都是用含氯消毒剂进行

消毒的。那么，名字里带“氯”的消毒剂就是含氯消毒剂吗？名

字里没有“氯”的消毒剂就不含氯吗？

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在

2018年颁布的国家标准《含氯消毒剂卫生要求》，对含氯消毒剂

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含氯消毒剂是指溶于水中能产生次氯酸的

消毒剂。换言之，含氯消毒剂的主要杀菌成分应为次氯酸。同

时，该标准还规定了几类可作为含氯消毒剂的使用配料，包括次

氯酸钠、次氯酸钙、液氯、氯胺、二氯异氰尿酸钠、三氯异氰尿酸、

氯化磷酸三钠、二氯海因和次氯酸等。

从上述标准可知，假如消毒剂溶于水后，主要杀菌成分不是

次氯酸，那么即便是这类消毒剂的名字中带“氯”字，它们也不能

被称为含氯消毒剂。比如，市场上常见的几类消毒剂：苯扎氯铵

和氯间二甲苯酚。苯扎氯铵的化学名称为氯化二甲基苄基烃

铵，是一种阳离子表面活性剂，也是广谱杀菌剂，它主要是通过

改变细菌胞浆膜通透性，使菌体胞浆物质外渗，阻碍其代谢，进

而起到灭菌作用。氯间二甲苯酚则是一种酚类化合物，通过使

蛋白质变性达到杀菌效果。不过，这两种名字带“氯”的消毒剂

都不是含氯消毒剂。

既然名字带“氯”的也不一定都是含氯消毒剂，那么，含氯消

毒剂是否名字都带“氯”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含氯消毒剂也可能是名字里不带

“氯”的消毒剂，如市售的 84 消毒液和漂白粉。84 消毒液，它

的主要有效成分为次氯酸钠，其水溶液有效杀菌成分为次氯

酸。漂白粉是氢氧化钙、氯化钙、次氯酸钙的混合物，其有效

成分为次氯酸钙，其水溶液有效杀菌成分也是次氯酸。因此，

84 消毒液和漂白粉都是名副其实的含氯消毒剂，但它们的名

字里都不含“氯”。

由此可知，尽管部分消毒剂名字里含“氯”，但其作用原理与

含氯消毒剂不一致，因此这类消毒不能被称为含氯消毒剂。此

外，部分含氯消毒剂名字里也没有带“氯”。所以，以消毒剂名字

里带不带“氯”，判断其是否为含氯消毒剂是不可取的，消费者需

查看消毒剂的具体成分，再进行判定。

名字里带“氯”

不一定就是含氯消毒剂

最近有传言称，美国医师协会发现了引发癌症的“凶手”——

塑料，提倡不要喝塑料杯子中的茶、咖啡或任何热的饮品，不

要吃任何包在纸里的或塑料袋子中的热食，不要吃塑料盒中

的食品或微波食品。传闻称，当食物被置于在高温下时，塑料

产生的化学物质能引发 52 种癌症。因此，须避免饮用各种置

于塑料瓶中的饮料。

这套说辞听起来似乎否定了快餐文化里的所有吃食，那么，

放在塑料中的食品真有那么可怕吗？

为了迎合市场、提高食品质量和增加食品附加值，选择合适

的材料和技术对食品进行包装，成为现代食品行业发展的一个

重要趋势。

塑料，由于其化学结构稳定，具有良好的成膜加工特性，具

有隔绝空气、防止微生物污染、有效延长食品的货架期等功能，

成为使用最多、发展最快的食品包装材料，其市场应用量超过食

品包装材料总量的 50%，居各种食品包装材料之首，是食品包装

界的“主力军”。

网传塑料包装会产生 52种化学物质污染食品，食用后会引

发癌症，所以千万不能食用各种塑料包装的食品，这一说法是非

常不科学的。

常用的食品塑料包装材料，包括聚乙烯、聚丙烯、聚苯乙烯、

聚氯乙烯、聚偏二氯乙烯等，是高分子材料。这类材料，由单体

通过化学方法聚合而成，分子量很大，稳定性较高，不会轻易向

食物迁移。

食品包装属于《食品安全法》的监管范畴，其中《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规定，包装塑料在和

食品接触时迁移量不得超过 0.01mg/kg，这种剂量不会对食品

产生污染。

正规的食品包装和食品生产企业都必须经过相关政府

部门严格的评审程序和产品质量检验才能被授予生产许可

证，该程序保证了包装材料都是满足食品安全要求的，不会

对人体产生危害。而且，目前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证实塑料包

装会引发癌症，癌症的病因非常复杂，不能将其简单归因于

塑料。

因此，市面上正规厂商使用的食品塑料包装是符合国家标

准的，食品安全性有保障，不存在食用塑料包装的食品致癌的可

能。 （以上稿件均来源于科学辟谣平台）

放心吃！

正规塑料包装的食物不致癌

古语有云“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秋季是一

年中调养身体的好时节。于是，很多人想趁此

时，滋补下身体，但秋季养生究竟该怎么养？“春

捂秋冻”“秋瓜坏肚”“贴秋膘”……这些流传多年

的秋季养生方法科学吗？秋季养生的正确打开

方式又是什么？

针对上述问题，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

家，为读者送上一份秋季养生“避坑”指南。

白露时节已过，夏天的闷热逐渐消退，天气

开始由热转凉。不过，此时很多人因为一句“春

捂秋冻，不生杂病”，不急着添衣，认为冻一冻才

更健康。那么，这种做法有科学依据吗？

青海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熊睿在

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民间素有‘春捂

秋冻’的说法，‘秋冻’的意思是秋季气温渐渐转

凉，不要过早过多地增加衣服。初秋时节，暑热

尚未褪去，过早过多地增加衣服，一旦气温回升，

出汗着风，很容易感冒。而随着气温下降，冷空

气对人体进行适当的刺激，可提高机体对低温的

适应能力。”熊睿说。

虽说“冻冻”有一些好处，但熊睿提示，“秋

冻”也要因人而异。

“‘秋冻’这种养生方法，更适合青壮年或体

质较好的人，而那些身体素质较差、患有基础类

疾病的人，以及老人和儿童，还是应根据气温变

化，及时增减衣服，千万不要一味地追求‘秋冻’。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秋季不宜赤膊露体，以防止

着凉感冒。”熊睿说。

“春捂秋冻”强体质？

真相：并非所有人都适合冻

民间素有“秋瓜坏肚”的说法，认为秋季天气

转凉后，由于一些瓜类食物比较寒凉，食用它们

会影响人体肠胃功能。那么，事实真是如此吗？

“‘秋瓜坏肚’有一定的道理。”熊睿表示，夏

季高温导致食欲变差，人们可能会多进食一些瓜

果、冷饮等寒性食物，以达到防暑降温的目的。

从中医角度来讲，如果过多摄入寒凉的食物，经

过一个夏天，脾胃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进入秋季，天气比较干燥，很多人通过食用瓜果

来补充水分，而常吃的瓜果均属寒凉性质，若过

多食用，易引发胃肠道类疾病。

“但其实，大家不要过于恐惧‘秋瓜’，不是说

秋天就完全不能吃瓜果，只不过要适量，不要食

用过多。”熊睿说。

此外，熊睿提示道，秋季要格外注意，食用瓜

果的品质，小心吃了变质的瓜果。

秋季是适合细菌生长、繁殖的季节。人体经历

了炎热的夏季之后，抵抗力有所下降，各种病菌容易

乘虚而入，食用不洁或变质的瓜果，易引发肠道疾病。

病菌是如何趁虚而入的呢？熊睿表示，表面

有破损的瓜果，最容易被污染，这种瓜果应该扔

掉。因为水果表面有破损时，就说明微生物已通

过果汁渗透到果肉，其中含有大量的微生物及其

他有害物质，只是肉眼无法辨识，一旦吃下肚，很

容易引发胃肠疾病。

“建议大家在秋季生吃瓜果，一定要选品质

好的，同时要讲究卫生，把瓜果清洗干净再吃，小

心病从口入。”熊睿提示道。

“秋瓜坏肚”伤肠胃？

真相：适量食用无大碍

“贴秋膘”是我国的一种传统习俗。一般是

在立秋这天，人们习惯用吃炖肉的方法，把夏天

身上掉的“膘”给补回来，称之为“贴秋膘”。

“夏季天气比较炎热，人们的食欲普遍受到

一定影响。立秋后，天气转凉，人们的食欲也开

始变好，希望多吃一些，以补充夏季的消耗，并为

过冬做准备。但其实，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物质生活日益丰富，我们没有必要刻意地去

‘贴秋膘’。”熊睿解释道。

“并非所有人都适合‘贴秋膘’，若真要‘贴秋

膘’，也要‘贴对膘’，特别是老年人，否则适得其

反。”银川市中医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宋丽

认为，立秋后适当“贴秋膘”进补，可以提高人体

的脏器功能，但要因人而异。对于老年人、儿童、

胃火旺或肥胖者，以及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

群，高蛋白、高脂肪的摄入一定要适量，否则容易

“上火”或造成消化不良。

宋丽说，如今普通人基本上不存在营养不足

的问题，若再多食用肉食，不但不易消化，过多的

脂肪、糖类物质反而会使身体不堪重负，引发心

脑血管、代谢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秋季进补要循序渐进，不可

操之过急。因此，立秋进补应以‘平补’为主，尤其

胃肠功能虚弱的老人和小孩，喝点清淡易消化的

养生粥更有益于身体健康。”宋丽建议。

宋丽说，脾胃虚弱者，高血压、冠心病、脑血

管疾病、糖尿病和高尿酸血症患者以及原本就体

型偏胖的人群不适合“贴秋膘”。老人、儿童等特

殊人群由于消化功能较弱，在进补前应注重消

食，不妨适量吃点山楂。

夏去秋来需“贴膘”？

真相：没必要刻意进补

中医历来有秋季养生的传统，根据中医理

论，秋季主燥，同时深秋时节天气转凉，因此熊睿

认为，秋季养生主要是针对凉和燥，要做到“御凉

防燥”。

具体来看，秋季养生，需要从“食”“情”“动”

三方面着手。

熊睿介绍道，秋季是丰收的季节，多种蔬菜、

水果上市，可适当吃一些新鲜的水果，如苹果、

梨、橘子等。另外，莲藕、冬瓜、萝卜、西葫芦、茄

子等蔬菜以及各种菇类，也很适合进食。它们既

可润肺，又能调理脾胃。

“身体虚弱、消瘦、食欲不好的人，在这个季

节，建议常吃银耳。”宋丽说，银耳含有多种氨基酸

和维生素，具有补胃、润肺生津、提神、养胃等功

效，是传统补品。若有干咳少痰、咳血等症状的

人，此时建议吃点燕窝，可养阴润燥、益气补中。

另外，秋季是抑郁症的高发期，要格外留意

情绪变化。“中医认为，七情不畅，百病丛生。秋

季是抑郁症、焦虑症多发的季节，调解情绪也是

秋季保健的重要方面。开朗乐观的处事态度，对

于预防抑郁症、焦虑症的发生与复发，有很重要

的意义。”熊睿补充道。

而在运动方面，熊睿认为，秋季运动量不宜

过大，尤其是老年人、儿童和体弱者，不宜出汗过

多，损耗阳气。对年轻人而言，爬山是不错的选

择，中老年人则可以选择慢跑或者散步。

秋季养生讲究“御凉防燥”

穿不穿秋裤穿不穿秋裤、、贴不贴贴不贴““秋膘秋膘””…………

秋季养生的陈年老梗秋季养生的陈年老梗
这篇文章都讲明白了这篇文章都讲明白了

本报记者 张 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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