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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热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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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可爱，除了秋高气爽，还有瓜果飘香。但有不少人发

现，现在的水果好像比 10 年前的水果更甜了，甚至最近有传言

称，这是果农为了让水果能卖个好价钱，往水果里注射甜蜜素来

增加甜度。这是真的吗？

甜蜜素是一种无营养甜味剂，是国际通用的食品添加剂。

它价格便宜，是蔗糖价格的 1/3，但甜度却是蔗糖甜度的 30倍至

40倍。便宜还能干，使它被广泛应用于饮料、甜品、果汁等食物

的加工领域中。

首先要明确的是，甜蜜素的使用只要是在规定范围内，是不

会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的；其次，“果农往水果里打甜蜜素来优化

其口感”这个事儿，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为啥呢？

要知道，在水果表面打甜蜜素，丝毫不会对水果的甜度产生

任何影响。这是因为甜蜜素溶于水但不溶于油脂，即便是在水

果表面喷洒甜蜜素，甜蜜素也不会进入到水果内部，也就不存在

增加甜度的可能性。

如果商贩想要通过注射的方式给水果增甜，那就需要对水

果进行全方位注射，先不说费时费力，单这个操作本身，就会使

水果的细胞壁遭到破坏，加速水果的腐烂。换句话说，对于果农

和水果商贩来说，无论是在哪一个环节给水果注射甜蜜素，都是

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既然不存在被注射甜蜜素一说，那水果咋越来越甜呢？

水果中的糖有蔗糖、葡萄糖、果糖，其中果糖的甜度最高，其

次是蔗糖，最后是葡萄糖。不同的水果中，这 3种成分的含量是

不同的，比如苹果以果糖为主，桃子、甘蔗就以蔗糖为主，而水果

的含糖种类和数量决定了不同水果口感的差异。

另外，果实甜度的高低，与植物叶子的品质关系较大。因

为植物的叶子是执行光合作用的“器官”，在光合作用中，它的重

要任务是制造葡萄醣、碳水化合物、各类有机酸等物质。植物在

生长阶段拥有的高效能叶子越多，制造的养份越多，树体储存养

份的效能越高，果实的品质就会得到相应提升。

随着种植科学的不断突破和创新发展，植物生长的各个有

利条件得到了更全面的提升和保证，水果的品质和口感，自然也

随之得到了提高。

水果很甜是因为注射了甜蜜素

不存在！

或是出于对自来水的口味、洁净度的担忧，或是单纯为了方

便省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生活在都市的年轻人，会

将纯净水作为主要的饮用水来源。

然而，前不久网上流行起一个说法：常喝纯净水会导致缺

钙。事实真是如此吗？

我国居民的饮用水主要包括以下几大类：自来水、纯净水、

人工矿化水、天然饮用矿泉水和其他饮用水。

其中，自来水是以地表水或地下水为天然水源，经过一系列

处理工艺后再输入到各家各户，是目前最普遍的生活饮用水。

纯净水一般以自来水为水源，专业机构通过各种手段，过滤

掉杂质，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将钾、镁、钙、铁和锌等人体必须的

矿物质元素一并去掉了。

人体是否缺钙，与多种因素有关，除了钙元素的摄入量外，

还包括年龄、激素水平、机体生理和病理状况、维生素 D 的营养

状况、用药情况等等。换言之，钙的摄入量是影响钙营养状况的

主要因素，但并非唯一因素。

从钙的摄入来看，2013 年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成人钙每日

摄入量为 800 毫克。日常膳食是人体中钙元素的主要来源，在

众多食物中，奶及其制品、花生、黑芝麻、紫菜、黑木耳、小白菜等

食物的钙含量丰富且吸收率较高，尤其是奶及其制品是膳食钙

的良好来源。

至于饮用水，虽然说对钙元素等矿物质的摄入能起到一定

作用，但其效果依据水质硬度的不同，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世

界卫生组织建议，最适宜的生活饮用水硬度约为 170 毫克/升，

其中钙元素只占到 40%。按照每人每天饮用约 1.2 升水的平均

水平来计算，正常情况下从饮用水中摄取的钙最多只有 100 毫

克，明显低于膳食提供的钙含量。

因此，饮用水显然不是人体钙元素的主要来源，而且目前尚

无研究表明，纯净水与缺钙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

但由于纯净水在加工过程中，确实会在去除杂质的同时过

滤掉矿物质，因此纯净水偶尔喝喝没关系，但不推荐将其作为日

常饮水长期饮用。从科学、经济和卫生等角度综合考虑，白开水

还是最适合人体的饮用水，专家也提倡以白开水作为长期主要

的饮用水。

（以上稿件均来源于科学辟谣平台）

常喝纯净水导致缺钙

没有必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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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个护类产品的需求也

与日俱增，其中电动牙刷、冲牙器等牙具产品表现较

为亮眼。电商平台淘宝的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以来

电动牙刷线上销售额增速常年保持在69%以上，2019

年第一、二季度同比增速分别高达137%和95%。

对此，近日有专家预测，2020 年我国电动牙刷

市场规模或超 500亿元。

市场如此火爆，但也有人表示质疑：电动牙刷

真的有用吗？要想把牙齿清洁好，是工具重要，还

是方法重要？针对上述疑问，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

相关人士。

清洁效果取决于刷牙方式

“牙齿相对开放的面，通常用牙刷或电动牙刷

清洁比较好；而牙和牙之间的缝隙，常规用牙线或

冲牙器来清洁。”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口腔健康

促进专项行动管理办公室主任尹伟对科技日报记

者说，对于清洁牙齿，上述两种方式互为补充。

尹伟说，冲牙器是一种机械性的牙齿清洁辅助

工具，在工作时它的冲头会产生脉冲压力，使水流

从牙齿的缝隙高速通过，起到清洁作用。而电动牙

刷是一种以电能为动力的刷牙工具，它利用高速振

动的电动机芯，带动刷头高频旋转，瓦解牙齿表面

的牙菌斑，进而起到清洁的作用。

近年来，上述牙具产品的销量，呈现较快增长

的趋势。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它们真比一般的牙

齿清洁工具好呢？

“清洁效果取决于刷牙方式。不论是用手动牙

刷还是电动牙刷，若想达到有效清洁牙齿的目的，

都必须把每颗牙齿的每个面，从上到下、从里到外、

从前到后都刷到，而且必须刷对位置，才能达到较

好的刷牙效果。”尹伟说，如果只是把电动牙刷放在

牙齿表面，而不去正确地移动它，那么是不可能把

牙刷干净的。同时，寄希望于有电动牙刷就能刷干

净牙齿，也是不现实的。

尹伟表示，在同等条件下，因为电动牙刷的震

动频率更高，电动牙刷的刷牙效果会优于手动牙

刷。此外，电动牙刷可代替传统牙刷刷牙时手部的

颤动动作，会让刷牙更轻松。

这些人不宜使用电动牙刷

“我们刷牙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清洁牙菌斑堆

积的地方，如牙缝和牙齿凹陷的地方以及牙龈和牙

根交界的地方。”尹伟说。

牙菌斑是一种细菌性生物膜，如不及时清除牙

菌斑，容易引发牙龈炎、牙周炎等口腔类疾病。

用电动牙刷或传统牙刷，都可达到清除牙菌斑

的目的，关键是操作方法。

用电动牙刷清洁牙齿时，震颤会自动产生，无

需手动，使用者要做的，是按步骤刷牙并把牙刷放

对位置。

如果手动刷牙，尹伟推荐成人使用巴氏刷牙

法，操作要点之一就是让刷毛与牙齿呈 45 度角放

置，在牙龈沟处快速震颤，起到清除牙菌斑的目的。

尹伟解释道，采用巴氏刷牙法，首先要将牙刷

与牙体长轴成 45度角放置，将刷毛指向牙齿根尖，

然后在牙龈和牙交界处使刷毛一部分进入龈沟，一

部分处于龈缘，并尽可能伸入邻间隙内，最后用刷

毛前后短距离、水平颤动 10次，颤动时牙刷移动约

2毫米至 3毫米，每次刷 2颗到 3颗牙。

除此之外，尹伟推荐儿童使用圆弧刷牙法，即

将牙刷刷毛放在牙面上画圈圈。“这种刷牙方法小

朋友们掌握起来更容易，也更好控制。”他说。

此外，专家提示道，无论是使用电动牙刷，还是

使用传统牙刷，挑选适合的工具才更为重要，不要

一味追求电动。

“电动牙刷的频率和力度相对固定，儿童如果

不能掌握使用方法，容易损伤他们稚嫩的牙龈，甚

至可能引发牙周炎、牙齿脱落等问题。儿童若需使

用电动牙刷，应选择儿童专用款。”尹伟强调。

“此外，不具备控制牙具能力的人或患有严重

口腔疾病的人，都最好不要使用电动牙刷。比如，

重度牙周炎患者，其牙齿非常松，牙龈出血一般较

为严重，为减轻症状，降低牙刷对牙齿产生的负面

影响，最好暂时不用电动牙刷。”尹伟说。

清洁牙齿，工具重要还是方法重要？

火爆的电动牙刷重点不是“电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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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9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微信公众号“健

康中国”发布消息称，10月 5日黑龙江省鸡东县发

生一起因家庭聚餐食用酸汤子引发的食物中毒事

件，9人食用后全部死亡。现已查明致病食物是被

致病菌污染的酸汤子。起初，致死原因曾被判定

为黄曲霉素中毒，但该结果被多位专家质疑。

事情真相大白，但险些“背锅”的黄曲霉素，

最近依旧在网上引发了恐慌情绪，一些与此相关

的谣言被不断转发。朋友圈里，类似普洱茶含黄

曲霉素、大米发黄是因为长了黄曲霉等“陈年老

谣”又开始兴风作浪。

那么，黄曲霉、黄曲霉素是什么？它们的危害

有多大？它们会污染哪些食物？不小心误食该怎

么办？对此，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黄曲霉是黄曲霉菌群中的一种，通常呈现出

肉眼可见的黄色或黄绿色，最适宜在30摄氏度到38

摄氏度、pH值为5.5的环境下生存，易长于土壤、有

机物、粮谷中。”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

学院教授罗云波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罗云波解释道，黄曲霉素是指曲霉菌属内黄

曲霉菌种、寄生曲霉菌种等产毒菌株产生的次级

代谢物，具有强致癌性。

山西农业大学（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生命科

学学院教授、国家农业部第八届科技委员会委员

孙毅告诉科技日报记者，1993 年，黄曲霉素被世

界卫生组织（WHO）癌症研究机构划定为一类天

然存在的致癌物，是毒性极强的剧毒物质。

“黄曲霉素的毒性是砒霜的 68 倍、氰化钾的

10 倍，1 毫克黄曲霉素就能诱发癌症，20 毫克就

可置人于死地。”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

员刘钢指出。

“黄曲霉素进入人体后，可被肝脏吸收，通过

细胞色素酶代谢转化，诱导抑癌基因发生突变，

从而引发癌症。”罗云波指出。

黄曲霉素不是一种化合物，而是一组化学结

构类似的化合物的总称，至今已分离出的黄曲霉

素及其衍生物有 20 种，包括 B1、B2、G1、G2、M1

等毒素和毒醇。

罗云波表示，在天然食物中，以黄曲霉素 B1

最为常见，其危害性也最强，它多存在于花生及其

制品、坚果和干制水果中。而黄曲霉素 B1的代谢

物为黄曲霉素M1，它多存在于牛奶及奶制品中。

危害有多大？

1毫克黄曲霉素就能诱发癌症

“黄曲霉主要污染粮油及其制品，它最‘喜欢’

花生、大米、玉米之类的食物。”孙毅说。

罗云波表示，黄曲霉素在动物性食品，如肝

脏、咸鱼、奶和奶制品中也比较常见。此外，在香

料、坚果、干果、调味品、发酵类食品中也都发现

过黄曲霉素的踪迹。

在日常生活中，黄曲霉容易“藏身”在长期未

得到彻底清洁的冰箱中和潮湿、阴暗、温度较高

的地方。“但需要注意的是，即便长了黄曲霉，也

未必就会产生毒素，而且也并非所有黄曲霉菌株

都能产生毒素。”罗云波说。

实际上，只有黄曲霉、寄生曲霉等少数霉菌，

会产生黄曲霉素。“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食物，比如

腐乳和豆豉，它们所产生的霉菌为毛霉，而毛霉

不会产生黄曲霉素。”刘钢说。

“家用厨具和餐具只要保持清洁干燥，使霉

菌没有机会滋生，是不会产生并累积黄曲霉素及

其他真菌和细菌毒素的。因此，保持良好的卫生

习惯、保证原材料的安全无污染，是预防黄曲霉

滋生最主要的手段。”孙毅说。

会污染哪些物质？

最“喜欢”花生、大米之类食物

那么，我们该如何识别、去除黄曲霉素呢？

“以易滋生黄曲霉素的谷物为例，日常生活

中，我们在吃这类食物前，需要对其进行鉴别，根

据它们是否发霉、变色、变质，来识别其中是否含

有黄曲霉素。黄曲霉素非常耐热，家庭的烹饪温

度一般无法破坏它的结构，只有通过长时间的高

温加热，才能使其大部分失活。”罗云波说。

不过，罗云波指出，紫外线、微波可以破坏黄

曲霉素的结构，所以通过曝晒或者微波加热，有

助于去除粮食中的黄曲霉素，以降低其毒性。

按照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常见食品

中黄曲霉素的含量最高不得超过 20 微克/千克，

如在玉米、玉米面及玉米制品中的限量值为 20微

克/千克，在稻谷、糙米、大米中的限量值为 10 微

克/千克，在小麦、大麦、小麦粉、麦片中的限量值

为 5.0微克/千克。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误食含有黄曲霉

素浓度超过 1毫克/千克的食物，有可能引起黄曲

霉素中毒。

“食用符合国家标准的食品，是不会引发黄

曲霉素急性中毒的。若不小心误食，出现了中毒

症状，则需根据临床情况来进行救治。如果少量

误食并未出现明显的临床反应，可以通过催吐、

多饮水、适当饮用牛奶的方法，使其尽快从体内

排出。如果中毒症状较为明显，则必须及时送

医，以免病情恶化。”罗云波说。

少量误食怎么办？

可通过催吐、多饮水将其排出

近年来，虽然媒体对黄曲霉素的科普宣传不

少，但很多人对它仍存在种种误解，一些网络上

流传甚广的黄曲霉素“常识”其实都是错的。下

面我们就来盘点下这些错误的“常识”。

霉变花生一定有黄曲霉素？错。霉变花生

不能吃，但未必有黄曲霉素。举个例子，如果花

生是因为被污染上根霉而产生霉变的，那就没有

黄曲霉素。

没有霉变的花生就不含黄曲霉素？错。花

生是否受到黄曲霉污染，肉眼是看不出来的，必

须通过检测。

被 黄 曲 霉 污 染 的 花 生 肯 定 有 黄 曲 霉 素 ？

错。黄曲霉是否能产生毒素，要看它有没有产毒

的基因。食品工业中也需使用黄曲霉，只要不产

毒就可以用。

那么，污染的不是黄曲霉，是不是就不会产

生黄曲霉素？居然又错了。除了黄曲霉，寄生曲

霉也能产生黄曲霉素。

总结起来就是，发霉的花生不一定有黄曲霉

素，没发霉的花生也不一定没有黄曲霉素。

地沟油中含黄曲霉素？错。黄曲霉素主要

产生在田间和储存环节，地沟油里的黄曲霉素几

乎都是人们“脑补”的。

验钞机可以检测黄曲霉素？错。黄曲霉素

可以被激发出荧光，很多检测方法的确是基于这

一点。不过一般食品中的黄曲霉素含量极低，不

可能被验钞机“看”出来。

普洱茶含较多黄曲霉素？不准确。普洱是

靠微生物发酵得到的，这些微生物菌群会排斥黄

曲霉，因此一般不会有黄曲霉素，只有少数劣质

普洱可能含有少量黄曲霉素。

腐乳、豆豉、豆瓣酱容易被黄曲霉污染？不

准确。在制作这些食物的过程中，生产者确实利

用了霉变，不过产生霉变的并不是黄曲霉，这点

和普洱茶类似。虽然不排除这些食物有被污染

的可能，但总体上来讲可能性不大。

大米发黄是长了黄曲霉？不能一概而论。

大米发黄，更可能的原因是陈化，也就是放久

了。陈化会导致营养价值下降，但不一定产生黄

曲霉素。

黄曲霉南方才有？错。南方温暖潮湿，确实

更适合黄曲霉。不过北方并非净土，尤其是华北

地区，温度并不低，也是黄曲霉常见的区域。东

北、西北相对好一些。

筷 子 、案 板 几 个 月 不 换 就 会 长 黄 曲 霉 ？

错。你以为黄曲霉是“吃素”的？看一下黄曲霉

产毒的条件吧，它需要潮湿的环境、丰富的营

养，还要携带“产毒基因”。为什么黄曲霉最“喜

欢”花生、大米、玉米之类的食物？就是因为它

们有营养。这个条件，一般的筷子和案板都不

具备，所以，上面长霉是有可能的，产生黄曲霉

素，有点异想天开。

虽说不必太担心黄曲霉素，但为了家人健

康，我们在使用筷子和案板的过程中，最好注意

这样几点：第一，筷子洗完别急着放进筷子盒，

稍沥一下水；第二，筷子盒里不要放太多餐具，

多余的晾干后收进橱柜；第三，定期清理筷子

盒，底部容易长霉；第四，案板尽量做到生熟分

开，如果用一块案板的，不要用正反面来区分生

熟，应该用先后次序区分；第五，案板用完，及时

清洗干净，不留食物残渣；第六，案板洗完可悬

挂或立起来，不要贴墙放置或平放在台面上；第

七，次日或下一顿饭使用案板前，最好再次用流

水清洗下。 （钟凯）

这些黄曲霉素“常识”是错的

““酸汤子酸汤子””事件引发网络恐慌事件引发网络恐慌，“，“背锅背锅””的这种毒到底有多可怕的这种毒到底有多可怕？？

关于黄曲霉素的知识点都在这儿关于黄曲霉素的知识点都在这儿
本报记者 马爱平

李 迪 本报记者 盛 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