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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炸、腌制和烟熏食品不能多吃？

油炸、 腌制和烟熏食品在我们日

常生活中挺常见的，如炸鸡、油条、咸

肉、酱菜、熏肉、熏鱼等等，其中不少是

颇受消费者喜爱的食品。 但随着人们

对健康问题的日益关注， 这类食物的

安全性或健康性受开始到人们质疑。

油炸是利用高温油脂烹饪食品的

一种方式。 油炸可使被炸食品中的淀

粉糊化、蛋白质变性，水分以蒸汽形式

逸出， 使得油炸食品具有酥脆的口感

和油炸的香气。 腌制是以食盐为主，辅

以磷酸盐、

（ 亚）

硝酸盐，以及蔗糖和香

料等腌渍加工食品， 可降低食品的水

分活度，提高渗透压，从而防止食品腐

败变质， 是一种古老的保藏食品的方

法。 烟熏是利用燃料没有完全燃烧时

产生的烟气对食品进行熏蒸， 烟熏可

改变产品的口味、延长食品的贮藏期。

为何说油炸食品不健康呢？ 这是

因为油炸食品含有较高的油脂和氧化

物质，使油炸食品的能量

（ 热值）

偏高，

油脂氧化产物也会损害人的健康；同

时，油炸过程中会产生丙烯酰胺、反式

脂肪酸、 多环芳烃化合物等有毒有害

和致癌物质。 有研究表明，常吃油炸食

物的人， 其部分癌症的发病率远远高

于不吃或极少吃油炸食物的人群。

在肉类产品腌制过程中， 亚硝酸

盐能很好抑制腐败菌生长， 具有良好

的呈色和抗氧化作用， 同时能改善腌

制食品的风味。 但是，亚硝酸盐能与腌

制品中蛋白质分解产生的胺类物质反

应，形成具有强致癌作用的亚硝胺。 因

此，各国对食品中亚硝酸盐使用量和残

留量的要求日趋严格。

研究结果显示，烟熏食品中苯并芘

的含量普遍存在超标现象，苯并芘属于

多环芳香烃类化合物，是一类强致癌物

质。 熏烤时，脂肪滴于炭火上发生焦化

产生热聚合反应，极易形成苯并芘并附

着于食物表面；而燃料木炭的不完全燃

烧也使熏烟中含有大量的苯并芘，在高

温下可能随烟雾渗入食品中，造成烟熏

食品中苯并芘含量过高。

对于这三类食品，食品科学家一直

在努力寻找降低或去除其中的有毒有

害物质的方法， 减少它们对人体的危

害。 例如，腌制蔬菜类时添加乳酸菌菌

种，使其产生乳酸菌发酵，可减少和抑

制亚硝酸盐的生成。 又例如，烟熏食品

加工时采用液体烟熏剂代替熏烟，可大

大降低甚至消除食品中的多环芳香烃。

总之，对于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要求

的油炸、腌制和烟熏食品，在正常食用

量下，其所含的有害物质并不会导致食

品安全问题。 但鉴于这三类食品存在

上述的“缺陷”，建议消费者日常膳食中

注意合理搭配，适量控制摄入量。

撰稿：华南理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

程学院 陈中副教授

科学达人 科普到家

食的学问

图书馆“一座难求”？ 馆方有新举措

中图提早半小时开馆缓人流；广图采取“30分钟留座”制度

相关新闻链接

好消息！ 6区图书馆新馆在建中

要缓解供需不平衡，“图书馆之

城”的建设推进至关重要。 8 月 28 日，

市人大常委会对广州市实施《广州市

公共图书馆条例》 进行执法检查并召

开座谈会。 目前，全市共有公共图书馆

（含分馆）

216 个， 全市公共图书馆建

筑面积力争 2021 年超过 60 万平方

米。 一批区图书馆新馆建设项目陆续

确定选址、 立项建设或已面向读者开

放，目前，南沙区、花都区、番禺区、海

珠区、白云区、越秀区等 6 个区均正在

推进实施新馆新建或改建项目， 建筑

面积将新增 10.8 万平方米。 下一步广

州将抓紧推进广州科技图书馆建设，

实现南沙区图书馆新馆对外开放，推

进花都区图书馆新馆、 白云区图书馆

新馆、越秀区少儿图书馆、番禺区图书

馆新馆的建设。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川）

夏日炎

炎， 市内各图书馆成为许多市民的清

净好去处。 临近暑期尾声，日前记者走

访广州图书馆和广东省立中山图书

馆， 发现读者客流虽然较暑假前期的

最高峰值有所回落，但“一座难求”的

状况仍较普遍。 据馆方介绍，这种状况

在周末和法定节假日也比较常见。 为

此， 还有网友专门整理出如何在图书

馆霸位的攻略。 针对这一状况，官方采

取了多种应对举措， 以缓解图书馆人

流量大、读者长期霸空位等问题，让更

多读者能共享图书馆的优质资源与服

务。

现 状 “一座难求”，霸位需赶早

昨日上午 10 时许，记者来到广州

图书馆，只见一、二楼的图书阅览区几

乎满座，想找到空位已经不容易。 即将

升高三的小林， 暑假时经常和同学一

起到广州图书馆自习，他告诉记者，最

好赶在 9 点开馆前来到， 这样才能比

较顺利地“抢”到自习位。

据广州图书馆提供的相关数据显

示， 暑假的读者客流量比平日大大增

加，从 7 月初至今，平均每天入馆人次

超过 3 万，周末更是突破 4 万。 最高峰

出现在 7 月底和 8 月初， 自修区使用

总人数达 7 万以上， 日均人数比平时

增加六成左右。 广州图书馆儿童与青

少年服务部主任招建平介绍， 未成年

人阅读区域共有 600 个座位，“但高峰

期该区域人数最高达 2500 人，远远超

出座位的最大承载量。 ”正因如此，图

书馆难免现“一座难求”的情况。

同样地，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暑

假以来也迎来客流高峰。 中文借阅部

副主任李文红表示， 不少读者 8 点左

右就到了， 其二楼中文图书阅览区和

自修室的 900 多个座位， 通常在开馆

后不到一小时就全部坐满，直到下午 5

点后才会稍有空余。 图书馆座位的供

需关系为何如此紧张？ 招建平表示，这

是因为很多人占座所致。“即便在未成

年人阅读区， 有的家长也会占用儿童

专座，以致有的孩子只能席地而坐。 ”

遇到这种情况， 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都

会劝导家长把座位让给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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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缓解图书馆激增的读者流

量，从 8 月 20 日开始，广东省立中山

图书馆临时将开馆时间从 9 点提前到

8 点 30 分， 该措施将持续到 10 月 31

日。“很多读者很早就过来排队等进

馆，大热天挺辛苦的。 这几天我们提早

半小时开馆后，排队的人没那么多了，

也不用担心没位置。 工作人员虽然辛

苦一点，但觉得很值得。 ”李文红说。

对于这一举措， 不少读者纷纷点

赞。 有多年图书馆“占位”经验的高中

生小郑表示， 图书馆的座位向来是先

到先得，所以图书馆提前开放，对能早

起的人是好事。 据了解，广州图书馆提

早开馆方便读者的措施， 其实并非今

年才有。“此举实行了几年，获得很多

读者的认可，所以沿用到今天。 此外，

每年的法定节假日和六一，2 楼到 4 楼

的未成年人阅读区也会比平时提早一

小时开放。 ”招建平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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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缓解座位供需不平衡问题，

广州图书馆也有妙招应对。 采访当日

12 点左右， 记者发现阅读区和自修区

陆续有读者开始离座， 而他们的座位

上都会放着一张“留座牌”。 广州图书

馆文献流通部副主任黄新慧告诉记

者，这是广州图书馆的“30 分钟限时留

座”制度。“如果读者没有领取‘留座

牌’或离座超过半小时以上，我们的工

作人员会把他们的物品挪开或暂时放

到服务台， 把位置腾出来给有需要的

读者。 ”

据悉，为了应对暑假高峰，广州图

书馆近两月比平时增加了一倍以上的

人力定时巡岗， 一旦发现有帮人留座

就会对他们进行劝谕。“大部分读者还

是听劝的。 ”同样地，广东省立中山图

书馆也采取了 30 分钟留座制度。“许

多读者都了解我们有这种制度， 占座

的情况已大有改观。 ”李文红表示。

除了采取 30 分钟留座制度，广州

图书馆和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还设立

了专门的自修区共读者使用。 据悉，广

图的自修区去年 12 月开放， 设有 500

个座位，主要为 12 周岁以上读者提供

自主学习服务。 而中图的自修室则可

容纳 120 多位读者。 馆方建议，想到图

书馆自习的读者可以首选自修室。

广图采取

“

30

分钟 限 时

留座 ”制度 ，避

免有读者长时

间用电脑 “霸

位”。

暑假 图 书

馆的读者流量

大增 ， 高峰期

难免出现 “一

座难求 ” 的情

况。

信息时报记者

徐敏

见习记者

胡瀛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