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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吃了冰箱中的食物后，头痛、腹泻……

夏日依赖冰箱的“冰箱病”你有么？
冰箱头痛

冰箱肠炎

夏天刚从冰箱冷冻室取出的食品，如果立即进食，将明显刺
激口腔黏膜，反射性地引起头部血管痉挛，产生头晕、头痛、恶心
等一系列症状。

有一种细菌名为耶尔森氏菌，它广泛存在于猪、狗、猫、牛、
马、羊、兔、鸽等动物体内，如果食用储存于冰箱中的上述食品时
未充分加热，就很容易引起冰箱肠炎，导致腹痛、腹泻、呕吐等病
症发生。
看过这么多种冰箱病，是不是被吓到了？ 其实不用怕，夏天的
很多食物，我们还是要靠冰箱保鲜的。 只是食物存放各有不同的
保质期，我们要学会如何在使用冰箱的同时，有效避免冰箱病？

冰箱肺炎
冰箱如果平时不经常清洗， 冷冻机的排气口和蒸发器处很
容易繁殖真菌，过敏性体质者或儿童吸入这种带菌的空气后，很
容易出现咳嗽、胸痛、寒战、发热、胸闷、气喘等症状，临床上称之
为“
冰箱肺炎”。

夏天尽量吃新鲜食物

冰箱胃炎
夏季大量摄入冰箱内的冷藏或冷冻食物， 胃肠在受到强烈
的低温刺激后，诱发上腹阵发性绞痛和呕吐等症状，称之为“冰
箱胃炎”。

冰箱不要长时间存放食物，尤其是一些蔬菜类建议不超过 3
天。 如果食物已经腐败，立即丢弃，以免它污染其它的食物。

冰箱定期清洗消毒
夏季每周 1 次，其他季节每月至少 1 次，可用 0.5%的漂白粉
擦洗，然后擦净即可。

酸奶有哪些好处？
不要把冰箱塞得满满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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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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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喝酸奶可以提高
免疫力。 酸奶中含有益生菌，
这种细菌可以“住”在你的消
化道里， 并有助于消除有害
微生物， 避免肠道或消化道
受损， 还可以同时提高某些
消炎药的治疗效果。
其次， 喝酸奶可以预防
骨质疏松。 酸奶中维生素 D
的含量非常高， 还含有大量
的钙元素，两者结合在一起饮用，对于预防
和治疗骨质疏松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最后，喝酸奶防便秘。现代许多人工作
压力大，生活又不规律，常常会导致便秘，
预防便秘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喝点酸奶。 同
时，酸奶可以增加饱腹感，因此常喝酸奶可
以很好地控制食欲，起到减肥的功效，又可
以补充蛋白质，强化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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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箱内生熟食物分开放置
尤其是蔬菜，最好密封保存。 这样储存时间久，还能避免交叉
感染。
（封面）

酸奶并不是老少皆宜
实际上，酸奶虽好，但并不是所有人都
适合食用。 腹泻或其他肠道疾病患者在肠
道损伤后喝酸奶时要谨慎；1 岁以下的宝
宝，也不宜喝酸奶；此外，糖尿病人、动脉粥
样硬化病人、 胆囊炎和胰腺炎患者也最好
别喝含糖的全脂酸奶，否则容易加重病情。

酸奶不宜加热喝

喝酸奶应该注意什么呢？
酸奶不可以随意搭配
酸奶千万不要和香肠、 腊肉等高油脂
的加工肉品一起食用。 因为加工肉品内添
加了硝，也就是亚硝酸，会和酸奶中的胺形
成亚硝胺，是致癌物。

新闻综合频道

留一些空隙保证冷空气流动。 另外尽量减少开冰箱次数，缩短
开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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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奶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乳酸菌，
它不仅可以分解牛奶中的乳糖， 从而产生
乳酸，使肠道的酸性增加，且有抑制腐败菌
生长和减弱腐败菌在肠道中产生毒素的作
用，如果把酸奶进行加热处理，酸奶中的乳
酸菌会被杀死， 其营养价值和保健功能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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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奶什么时候喝更好？
在空腹时喝酸奶， 乳酸菌很容易被胃
酸杀死， 其营养价值和保健作用就会大大
降低。 如果在饭后喝酸奶， 这时胃液被稀
释，pH 上升到 3—5，这种环境很适合乳酸
菌的生长。 因此，酸奶在饭后半小时到两小
时之间喝最好。
酸奶虽然看起来好像十分百搭， 但其
实还是有不少的食用禁忌。 特别是吃一些
特定药之后，不要立即去喝酸奶，否则很可
能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导致药效丧失，甚至
会引起身体不适。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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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降低，因此，酸奶最好别加热饮用，夏季
饮用宜现买现喝， 冬季可在室温条件下放
置一定时间后再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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