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 21 日，多灾多难，这一天一定要安稳在家，不要出远

门，也不要有太多的户外运动……”今年的 12 月 21 日原本是一

个很普通的日子，但在互联网上却被一些人贴上“庚子年灾难

日”的标签散播。对此，天文专家明确表示，这和 2012 年 12 月

21日被说成是“世界末日”一样，都是哗众取宠，危言耸听，纯属

无稽之谈。

“庚子年灾难日”的所谓“依据”是，从地球运行轨迹来看，

“冬至日”这一天，黑夜最长，也最阴暗；从太空星际天象来看，

“冬至日”这一天恰逢“日环食”，属于“天狗吞日”的“凶相”。

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赵之珩说，12 月 21 日

是“冬至日”，对于北半球来说，在一年当中，这一天白昼最短，黑

夜最长。“‘冬至日’虽然阴气最盛，但阳气初生，民间有‘冬至一

阳生’的说法。‘昼短夜长’‘阴极阳生’是‘冬至’节气的物候特征

之一，再正常不过。”

12 月 21 日这天真的有“日环食”发生吗？“日食必发生在朔

日，即农历的初一（朔），这是因为只有在那一天，月亮才会出现

在太阳与地球之间的连线上，这样才有可能使月球挡住太阳而

形成日食，而 12 月 21 日是农历十一月初七，这一天绝对不会发

生日食现象。12 月 14 日倒是有一次日全食，但是发生在南半

球，我国无缘一见。”赵之珩说。

“日月食是很正常的天文现象，就全球而言，一年中最多可

能发生 7次日月食：即最多 5次日食和 2次月食；最少发生 2次日

食和 0次月食。”赵之珩说。

赵之珩表示，日月食纯属自然天象，起因和后果都已非常

清楚明确，与任何人类社会的政治、宗教、文化活动无关。日

月食没有任何能量突发或转换的过程，也从不牵扯任何自然

灾害事故。

“2012 年 12 月 21 日所谓的‘世界末日’也是拿‘冬至日’说

事，声称地球会有连续三天是黑夜，最终成为笑谈，所以，人们不

必在意‘庚子年灾难日’这一荒谬说法。这一天，人们的生活起

居和作息，一切如旧就好。”赵之珩说。 （据新华社）

冬至+日食是“凶相”？

未发生日食，属无稽之谈

近年来，临期食品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关

注。在豆瓣平台上，“我爱临期食品”小组自今年 9

月创建以来，不到3个月就吸引了两万多网友加入。

但网上与临期食品相关的传言也不少：吃临期

食品会影响身体健康、千万不能给孩子吃临期食

品、临期食品都是被挑剩下的……这些说法到底是

真是假？

若食物未滋生细菌保质期可延长

临期食品是指临近保质期而仍在保质期内的

食品，离保质期越近的食品价格越便宜，通常为原

价的 20%到 50%。究竟离保质期还有多少天的食

物，属于临期食品呢？

2012 年，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要求，各地区纷

纷制定了临期食品的期限要求。其中，北京市将临

期食品分为 6个级别的期限标准，不同保质期的食

物，其临界期也从到期前 45 天至到期前 1 天不等。

比如，罐头、糖果、饼干等保质期 1 年或更长的食

物，其临界期为到期前 45 天；牛奶、活菌乳饮料等

保质期少于 15天的，临界期为到期前 1到 4天。

按照这个标准分级，临期食品和保质期一样，

也有一定的期限要求。

“即便食品快到保质期，也并不意味着不能吃，

日期并非判定食品变质与否的‘金标准’。”科信食

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科技传播部主任、营养师阮

光锋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保质期是食

品生产商对产品质量的承诺期，可以将其理解为

“最佳食用期”和“此前食用最佳”。不过，食品的保

质期并不等于食品的最后可食用日期。

“除保质期外，消费者还应注意食品储存和包

装状况。保质期内的食品若储存不当，也可能提前

变质。若食品保存得当，即便过了保质期一两天，

也可食用，只是口感可能会打折扣。”阮光锋说，例

如，散装或非真空包装的坚果、食用油等富含油脂

的食物，即使常温保存，有时也会在保质期内出现

哈喇味，这时就不宜食用。

“不过，临期食品虽处在保质期内，但由于存放

时间相对较长，购买时应格外注意观察。”阮光锋建

议道，可从食用品质和食品卫生品质，这两个方面

来考察临期食品。食用品质包括食物的外观、颜

色、口感、味道等，保质期内的食物在以上方面不应

有明显的劣变。食品卫生品质大多以微生物指标

作为判断标准，保质期内的食物不应出现由微生物

引起的腐败、变质现象。

科普作家云无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引发

食品安全问题的“变质”多由微生物繁殖引起，如果

食品本身没有滋生细菌，那么食品的保质期就可以

被相对延长。

事实上，并非所有的食品都有保质期。原国家

质检总局发布的《食品标识管理规定》中规定，四类

食品可以“免除标注保质期”，它们分别是酒精含量

10%及以上的饮料酒、食醋、食用盐和固态食糖类。

最好不买冷链临期食品

如果外观、颜色、口感、味道都很正常，那么临期

食品在产品质量、营养价值上又是否“低人一等”？

“在营养方面，部分临期食物可能稍差一点，但

仍处于合理范围内，对总体营养摄入影响不大。”阮

光锋解释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日照、氧气等环境

因素的作用下，所有食物包括新鲜食物和包装食品

的营养素都会不可避免地被消耗掉，常见的营养素

有维生素 C、维生素 B 等。因此，国家允许食品包

装营养成分表上，营养素含量的数值出现正负 20%

的误差，因此保质期内的食物，即便其营养素减少

了 20%都是合规的。

现在购买临期食品的渠道有很多，超市、便

利店、网店等，我们最好在哪里购买呢？阮光锋

更推荐消费者在线下大型商超购买。“大型商超

一般具备尚可的储存条件，其存放的临期食品在

安全、品质方面鲜有问题，原则上可以放心购买

食用。”他说。

阮光锋还分享了一个选购临期食品的小妙招：

关注食品属性。

“肉、奶等冷链食品最好不要等到临界期再买，

由于储存环境难以一直保持低温，这类食物容易提

前变质；若过保质期，就不建议再食用。而饼干、方

便面等质地很干燥的食品，以及糖果、蜂蜜、甜味饮

料等含糖量较高的食物，即便过了保质期食用也不

一定会对人体有影响，因为微生物难以在其中繁

殖。”阮光锋说，此外消费者要特别注意，买回家的

临期食品最好在保质期前食用完，还要严格按照储

存要求存放。

保质期并非判定食物品质的“金标准”

挑选得当，临期食品也挺“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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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热搜

天津市泰达医院肾病内科主任医师李青在

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临床上，肌肉

溶解即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又被称为肌球蛋白尿

症，是一种内科急症。这里的“溶解”一词，是指

组成肌肉的细胞发生破裂，内部蛋白质、磷酸肌

酸激酶等物质进入血液。横纹肌是人体肌肉的

一种，主要分布于骨骼和心脏，骨骼处的横纹肌

又名骨骼肌，约占人体体重的 40%。

资料显示，在美国每年约有 2.6 万人患横纹

肌溶解综合征。此病的成因主要分两种：

其一是创伤性因素。这主要包括急性挤压

损伤（例如车祸后被重物压迫或突然被殴打）、长

时间肌肉被压迫（例如地震后长时间被重物挤压

身体）、电击或烧伤，以及被毒蛇、毒虫叮咬等。

其二是非创伤性因素。这主要包括缺氧、缺

血、高温、酒精及某些药物的过度使用（例如个别

他汀类降脂药、抗霉菌药或精神类药物）、过度运

动、代谢异常，以及细菌感染等。

“而新闻中的致病‘真凶’之一——小龙虾，

可能带有某种毒性物质。”李青说，其实，很多淡

水鱼，如鳕鱼、鲑鱼等，都可能含有某种有毒物

质，威胁食用者的横纹肌。

资料显示，这种由水产品导致的横纹肌溶解综

合征，又被称为哈夫病（Haff Disease）。

在我国，无论是在新闻中，还是在学术文献

中，小龙虾都与哈夫病“如影随形”。

例如，2010年南京地区多人在食用小龙虾后

出现哈夫病的症状。不过，事后据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2010年披露的信息，我国针对当时南京

出现的小龙虾疑致横纹肌溶解综合征事件，对

900 多种有关化学物质进行了筛选与检测，尚未

发现小龙虾样品中存在已知可致横纹肌溶解的

化学物质，致病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

目前，多数人认为，严格来说，小龙虾只能算

致病“嫌疑人”，其“犯罪证据”并不充足，但其也

不能完全洗脱嫌疑。

国家高级食品检验师、中国 HACCP 食品体

系内部审核员王思露表示，目前并无充足证据证

明“吃小龙虾一定会诱发横纹肌溶解综合征”。新

闻中称吴敏霞老公吃了3斤小龙虾，但还有一点就

是“他在吃小龙虾后进行了健身”，而剧烈运动也

可能诱发肌肉溶解，甚至还会导致急性肾损伤。

“疑犯”小龙虾犯罪证据不足

李青介绍道，横纹肌溶解不仅会导致肌肉疼

痛、全身无力，严重的还可能引起急性肾功能衰

竭、心脏骤停或猝死。所以，大家对横纹肌溶解

综合征一定要重视。

那么，我们该如何预防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王思露给出了如下建议：

首先，运动要适量、循序渐进。运动之前

做好热身，运动中适量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

果在运动后出现身体不适，特别是出现肌肉无

力、酸痛以及尿液颜色变深等问题，一定要及

时就医。

其次，重视药物因素。临床上由错用药物引

起的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并不少见，但这是因人而

异的，所以要遵医嘱按量、按时服药。一旦在用

药后出现疑似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症状，应立即

停药，并尽快就医。

“如果感觉自己可能出现了横纹肌溶解综合

征的症状，应控制活动量、严格卧床，限盐、吃流

食，大量饮水以稀释血液、增加排尿，同时有条件

的话，可口服小苏打片。”李青说。

同时，李青提出，制作小龙虾时要注意以下

3 点。

“第一，小龙虾一定要清洗干净。活小龙虾

买来后，最好放在清水里养 24 小时至 36 小时，

使其吐净体内的泥沙等杂质。小龙虾细爪的根

部最容易藏污纳垢，一定要将其剪掉。第二，煮

虾要去头煮透。小龙虾是‘治污高手’，其头部

是最容易积聚重金属和寄生虫的部位，所以吃

的时候要去头，而且要煮透。第三，吃小龙虾要

有节制，不要一次食用过多。就算没有引起横

纹肌溶解综合征，大量食用小龙虾也容易诱发

痛风。”李青说。

在外就餐吃小龙虾时，相关部门提示消费

者，应选择持有有效期内食品经营许可证（餐饮

服务许可证）的单位进行消费。网络订购小龙虾

时，也要确认供餐单位的有效资质。不要购买街

头流动摊贩或无证经营单位的小龙虾。

在进食小龙虾时，应仔细观察小龙虾的躯

体，选择尾部蜷曲的小龙虾进食。不要进食感官

异常的小龙虾。小龙虾蛋白质含量高，而蛋白质

腐败后对人体健康会带来很大损害，因此不要进

食“隔餐”小龙虾。不要过量食用小龙虾，尤其是

对小龙虾过敏的人，要自觉抵御美食诱惑，避免

发生过敏性食物中毒。

适度运动、遵医服药是预防要义

那么，另一个致病“嫌疑人”——柚子，是否

清白？

据报道，新闻中的刘先生每天都会吃一个

西柚。一日，刘先生突然感到四肢酸痛、手脚无

单纯吃柚子不会让肌肉溶解

本报记者 张 蕴

近日，一则“男子连吃 7 天西柚后肌肉溶解”

的消息引发社会关注。常见水果柚子竟与让人

听之恐慌的肌肉溶解有关，很多人因此得出结

论：千万别吃柚子了，否则肌肉就会溶解。

此外，原我国著名跳水运动员吴敏霞的丈夫，

前段时间因吃小龙虾导致肌肉溶解、入住ICU，使

人们一度“谈虾色变”，把小龙虾当作致病“真凶”。

那么，可怕的肌肉溶解到底是什么病？致病原

因又是什么？柚子和小龙虾是罪魁祸首吗？针对

这一系列问题，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业内相关专家。

新华社记者 周润健

本报记者 唐 芳

吃柚子吃柚子、、小龙虾能溶解肌肉小龙虾能溶解肌肉？？

一个危言耸听一个危言耸听，，一个有待研究一个有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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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吃一个鸡蛋，可提供约 7 克的蛋白质，营养、美味

又方便。可煮鸡蛋是个技术活，稍不留神就可能把蛋煮碎了、青

了，各种“翻车”事件并不鲜见。

近日，某养生节目称，鸡蛋煮超过 10 分钟，蛋黄就可能发

青，而发青的蛋黄有毒，食用后会增加致癌风险。事实真是如

此吗？

煮久了的鸡蛋，蛋黄为何会发青？

鸡蛋中的蛋白质富含半胱氨酸，这是一种含硫的氨基酸，

加热后会产生硫化氢。同时，蛋黄中还含有矿物质铁，硫化氢

产生后会与铁发生反应，生成硫化亚铁，而硫化亚铁的颜色就

是绿色。这一反应在高温下会持续进行，硫化亚铁也会不断

聚集在蛋黄表面。因此，鸡蛋煮得越久，蛋黄表面灰绿色的成

分就越多。

至于致癌的说法，其实并不靠谱。虽然硫化氢和肠癌发病

有一定的关系，或会促进结肠癌 SW480 细胞的增殖和迁移，但

煮鸡蛋过程中产生的硫化氢会迅速转化为硫化亚铁，因此硫化

氢并不会在鸡蛋中累积，而硫化亚铁是一种安全无毒的化合物，

并不会诱发癌症。

因此，鸡蛋黄变绿，顶多会影响其“颜值”，并不会影响人体

健康。

此外，很多人喜欢吃“溏心蛋”，即只将鸡蛋煮到三成熟，蛋

黄基本还处在液体状态。这样的煮鸡蛋，从口感和视觉效果上

看，或许比较诱人，但从安全和营养角度来看，还是建议大家吃

全熟的鸡蛋。这是因为鸡蛋是比较容易受到细菌污染的食品，

特别是沙门氏菌。

那么，究竟如何做才能煮出“满分”鸡蛋？这其实不难，按照

以下 3个步骤做就可以。

第一步，将鸡蛋洗净冷水下锅；第二步，盖上锅盖，开火，水

烧开后开始计时 3 分钟；第三步，3 分钟后关火，别开盖子，焖 5

分钟即可。这样煮出来的鸡蛋，不仅鸡蛋全熟，而且蛋黄一般不

会变成绿色。 （来源：科学辟谣平台）

发青的鸡蛋黄致癌？

变绿部分无毒，可放心吃

力，随后症状不断加重。血检后发现，其肌酸激

酶测量值高出正常值 5 倍以上，是急性损伤引

起的肌肉溶解。医生询问刘先生后得知，3 个月

前他被查出高脂血症，在医生建议下服用他汀

类药物进行治疗，出现症状前他已经连着吃了

一周的西柚了。

李青介绍，他汀类药物在被小肠吸收时需要

特定的代谢酶，西柚中富含的呋喃香豆素类化合

物，可对该酶起到抑制作用。大量吃西柚，代谢

酶浓度降低，使血液中他汀类药物的浓度升高。

而过量摄入某些他汀类药物，正是诱发横纹肌溶

解综合征的因素之一。

“ 但 对 健 康 人 群 来 说 ，没 有 服 用 相 关 药

物 ，吃 柚 子 是 不 会 导 致 肌 肉 溶 解 的 。”李 青 解

答道。

李青还表示，不是所有柑橘类水果，都会

对药物的代谢产生严重的影响。常见的蜜柚、

红 柚 等 是 西 柚 的“近 亲 ”，对 药 物 的 影 响 就 较

弱，安全起见可避免同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FDA）也建议，某些药物与西柚汁不能

同服。

“柠檬、橘子则对药物基本没有影响，可以正

常吃。如果无法确定能否同吃，可以看药品说明

书，或咨询专业医生。”李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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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小龙虾和柚子都和肌肉溶解扯上

了关系，部分人将其视作致病“真凶”，唯恐

避之不及——

薛庆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