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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奶过期”过的是什么“期”？

到超市给宝宝买酸奶，都会注意酸奶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酸奶

里的有益菌与生产日期是否有关系？ 酸奶和益生菌有什么区别？

益生菌、酸奶、保质期，这几个概念混在一起，会让人一头雾水。

很多人觉得自己明白了，其实也未必清楚他们的真正含义。下面，我

们先分别一个一个来解释。

益生菌是什么？

一百多年前，俄国免疫学家梅哥尼科夫（Metchnikoff）注意到

保加利亚的农民比较健康长寿。他把原因归结于他们所食用的发酵牛

奶中含有的活细菌，益生菌这个概念就此产生。此后，科学家们逐渐

认可了这个概念，认为补充足够数量、适当种类的活细菌，有助于人

类增强免疫力、抵抗细菌感染等等。

迄今为止，世界各国的科学家门进行了几千项关于益生菌的临床

研究。他们使用不同的细菌，在腹泻、免疫、过敏、癌症、女性健康

等方面，都或多或少显示了一些作用。尤其令人欣慰的是，至今几乎

没有副作用的报道——也就是说，科学家门所挑选出来的那些细菌品

种，安全性还是相当高的。

需要注意的是，“益生菌”只是一个类似“好人”的概念，有无

数的细菌可以称为“益生菌”，而每一种都不相同。益生菌的功能必

须是“特定菌株”“特定剂量”“连续食用”“活细菌”才能实现。许

多商业宣传说“研究表明，益生菌具有什么什么功能”，列出的是一

大堆文献中提到过的功能。但是，这些功能跟他们的细菌可能毫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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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也有许多广告推销都宣称“细菌含量高达多少多少”，而各种细

菌能够产生效果的剂量却相差非常大，有的每天吃一亿就可以起作

用，有的却要一万亿才行。

益生菌只是酸奶的附加价值

酸奶是牛奶发酵得到的。通常的酸奶由 2种特定的乳酸菌菌种来

发酵：保加利亚乳杆菌和嗜热链球菌。这两种细菌通常也被当作益生

菌，不过功能并不算强大——至少，把科学文献中说的那些“益生菌

功能”强加在它们身上，可以说是它们“不能承受之重”。尤其是它

们抵抗消化液的能力并不强，能够安然到达大肠的比例并不大。能够

达到的那些，在那里也建立不起根据地——如果不继续吃，体内也就

很快没有了它们的存在。在国家标准中，规定每克酸奶中它们的数量

不得低于 100 万。虽然酸奶的营销中经常对“益生菌”浓书重彩，但

其实没必要把它作为吃酸奶的理由——其中的益生菌到底能起到多

大作用，主要还是依靠“推测”，真正的临床证据并不是那么丰富。

而奶本身才是营养关键——蛋白质和钙这两中牛奶中最重要的营养

成分依然如故，而许多乳糖转化成了乳酸，使得乳糖不耐受的人也可

以吃奶制品。

酸奶保质期“保”的是什么？

大多数食品都有“保质期”。不过，食品在保存中的变化是连续

发生的，而保质期是人为选定的一个时间，其意思是：厂家保证在此

期限内，食品的各项指标都符合厂家的承诺。

不同食品的“各项指标”互不相同。对酸奶来说，风味、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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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乳酸菌数、致病细菌数是最重要的几项指标，而风味口感又跟细

菌的变化密切相关。

酸奶出厂之前，厂家会对各项指标进行检测，确定各项指标都符

合标准。但是，从出厂到商店再到顾客，酸奶中的细菌始终在发生变

化，它们的变化又会改变酸奶的风味口感，最后导致酸奶“变质”。

在冷藏温度下（即冰箱中的保鲜温度），乳酸菌会有几天的“迟

滞生长期”。在此期间，活的乳酸菌数量几乎不增加，它们对别的杂

细菌有一定抑制作用。几天之后，乳酸菌数量会增加，更多乳糖被转

化成乳酸，酸奶中甚至会出现一层淡黄色液体。那层液体是析出来的

乳清，含有乳清蛋白。这个时候，酸奶的风味口感会发生一些变化，

不过酸奶本身还是可以吃的。如果放的时间更长，乳酸菌大量减少，

杂细菌还是活跃起来。杂细菌的活动会产生不好的风味，酸奶的外观

进一步变差。这个时候的酸奶，不仅不好吃，安全性成问题了。

如果酸奶放在室温下，这个过程就会大大加快。在保鲜温度下，

这个过程的时间尺度可以用“天”来衡量，而在室温下就需要用“小

时”来描述了。如果原料和生长过程中的卫生控制比较好，那么酸奶

在冷藏条件下放两三周，其品质还可以接受。在室温下，则几个小时

之后可能就不能吃了。

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无法得知其中的细菌长成了什么样，但风

味口感是能够辨别的。所以，不管是在放在冰箱里还是室温下，如果

没有出现异味，外观和口感也没有变得很糟，就可以吃。

胡周颖综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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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暖“暂停”理论寿终正寝

当气候变暖中断的显著证据第一次出现时，曾经被怀疑论者作为

“气候变化更多是自然周期使然”的证据。但最近公布的一项研究结

果证实，1998 年至 2013 年全球变暖“暂停”的理论是错误的，气候

变暖从来没有中断或暂停过。

气候变暖是否“暂停”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科学角

度讲，气候预测和观测之间的差异可能预示着，科学家夸大了地球对

太阳辐射力的敏感性；从政治角度讲，这可能让正在针对气候变化起

草全球协议的联合国陷入困境。因此，推动更多方法探究真相的作用

远远超越刺耳的公共辩论。

起初，科学家虽敲响了温室气体影响气候变化的警钟，但一度被

具体数字难倒，因为他们无法解释气候变暖步伐有时停滞不前的原

因。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最新发布的上千页报

告是今年年底巴黎召开的 COP21 大会谈判的科学基准，但报告中同样

注意到了这种“中断”现象。IPCC 也在试图找出合理的解释，诸如

小火山爆发向大气中排放了带有阻挡辐射作用的粉尘、大西洋和太平

洋区域太阳活动和气溶胶现象减少等。

此次，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团队给出了一个圆满的答案。据物理

学家组织网报道，该团队用“故障统计方法”进行的详细审查结果表

明，以前的计算是有缺陷的。传统计算方法假设“在数以万计的温度

数据点中存在随机分布”，然而一旦通过调整进而深究数据点之间的

关系，“中断”现象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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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教授诺亚·迪芬巴夫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的研究

结果清晰地表明，气候变暖从来没有中断或暂停过。”

IPCC 副主席吉恩-帕斯卡尔·范伊斯力在接受采访时说：“这项

研究给导致理念混乱的‘暂停’理论的棺材上敲下了最后一枚钉子。”

今年 6月，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的专家也曾在《科

学》杂志发表研究结论，称用测量温度的海洋浮标内特殊设备计算出

的结果与所谓气候变暖正在“放缓”的结论存在差异。

韩俊综合编辑

全球变暖正在侵蚀海洋生物的栖息地

保罗缪尔是热带昆士兰博物馆的一名海洋生物学家，在研究澳大

利亚东部海域和日本海域的珊瑚时，他惊奇地发现，鹿角珊瑚所能生

存的海域范围似乎被限制在了浅海区域。浅海对珊瑚来说是危险之

地，汹涌的海浪会拍碎它们纤弱的分枝，有时海水温度过高或盐分过

多也会对它们不利。

缪尔想知道，珊瑚物种分布的深度范围是不是有普遍的规律，为

此，他研究了博物馆的诸多样本。根据 104 种从不同纬度收集到的鹿

角珊瑚，他绘制出了有关它们栖息深度的图表。看到结果时，他说：

“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

根据缪尔的研究小组报道：纬度从赤道往北或者往南每增加一

度，鹿角珊瑚的栖息范围就会向海面上升 0.6 米。这意味着，在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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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十年里，珊瑚将向南北两边扩散，到过去对它们来说太冷的海域

里生存。

缪尔及其同事们认为，珊瑚这样分布的原因在于光照强度随纬度

变化。珊瑚需要阳光使它们的共生藻类，即虫黄藻能进行光合作用；

光照在赤道处最强，向赤道以北和以南会逐渐减弱，在冬天尤其如此。

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在高纬度海域的珊瑚会移动到更浅的水域，因为

这里光照更强。他们总结说，有限的光照会“严重限制”珊瑚向更北

或更南的海域扩散。随着热带温度过高，这就意味着珊瑚的全球栖息

地将减少，随之而来的是不可预料的生态后果。

这样的话会有哪些后果呢？比如说鱼类会陷入困境。有关资料表

明：全球变暖会夺走水中的氧气，从而危害到北海的鱼类。这是一个

双重冲击：高温的水含有更少的氧气，然而鱼类及其他变温动物的需

氧量却随着新陈代谢的加速而增加。为了更加充分地了解这个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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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程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海洋学家柯蒂斯·多伊奇及其同事对此

进行了研究，他们需要找到一个标准来衡量鱼类在不同的水温中存活

所需要的氧气量。通过比较前人收集的十几种生物，比如鱼类，甲壳

动物和被囊动物等的实验数据，他们制定出了一套指标。

针对北大西洋和北海的四个物种——鳕鱼，海鲷，绵鳚和雪蟹，

他们将这些生物的需氧量与未来的海洋含氧水平进行了比较。多伊奇

的研究小组在今天的 Science 上在线报道了这一令人沮丧的结果：如

果海洋以现在的趋势继续升温，到 2100 年这些海洋生物将失去大约

20%的栖息地。中纬度北部海域的其他物种也许会失去更大面积的栖

息地，甚至可达 50%。

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海洋生态学家乔安妮· 克莱佩斯发现，

这项研究的好处之一在于，科学家明白了代谢约束有助于预测未来海

洋生物栖息地的变化，以便向渔业管理者提供有用的信息。

或许自然选择法则会帮助生物应对全球变暖的压力。例如，氧气

不足的压力使鱼类进化出更高效的鳃。珊瑚进化出应对光照不足的方

法，比如用摊平的分枝来收集更多阳光，或者减少对光合作用的依赖

而更多地依靠带刺的触须来捕捉浮游生物。鉴于气候的变化节奏，大

自然需要随机应变。大自然也一直在随机应变。

冯春华综合编辑

http://tech.qq.com/all/being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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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强厄尔尼诺预计将现身，并持续至明年

据国家气候中心消息，当前厄尔尼诺事件已达到强厄尔尼诺标

准，为历史第四强。预计它将至少持续到明年春季，并有较大可能达

到极强标准，从而给全球气候带来复杂的影响。

当前厄尔尼诺已跻身历史四强

截至 8月底，2014/2015 年厄尔尼诺事件已达到强厄尔尼诺事件

标准，为历史第四强。峰值强度为历史第三大值，仅次于 1982/1983

年和 1997/1998 年。9 月 7 日-13 日，厄尔尼诺指数为 1.9℃，较上

周上升了 0.1℃。

厄尔尼诺扰乱全球气候

本次厄尔尼诺已引发巴西冬季干旱、春季洪涝，美国西部严重干

旱，北美冬季暴雪，菲律宾等东南亚部分国家春季以来严重干旱，印

度 5月出现高温热浪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此次厄尔尼诺事件也导致

今年我国汛期南方暴雨，华北阶段性干旱突出等。

极强厄尔尼诺可能现身

国家气候中心预测，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至少持续到 2016 年春

季，可能在 2015 年 11-12 月达到峰值，并有较大可能达到极强厄尔

尼诺事件标准（强度指标大于等于 16.6℃）。

预计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秋冬季我国降水可能呈现“南多北

少”，南方地区要注意防范渍涝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同时要关注滑坡

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北方地区后期降水持续偏少，可能出现夏秋

冬连旱，需要提前做好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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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气象机构预测极强厄尔尼诺将发生并持续发展

美、英、日等国家的气象机构也给出了极强厄尔尼诺发生并持续

发展的预测结论。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气候预测中心指出，当前大气和海洋

特征显示厄尔尼诺还在加强中，持续到明年春天的可能性为 95%，并

且很可能成为有记录以来强度排名靠前的一次。按照预计的强度，厄

尔尼诺现象很可能在今年深秋或初冬达到顶峰，使严重干旱的美国西

南部地区出现高于正常值的降水量。

英国气象局发布展望，厄尔尼诺正在持续加强，气候模式显示，

7月之后强厄尔尼诺事件可能会发生。但根据以往的情况，厄尔尼诺

并不会对欧洲北部造成重大影响。

日本气象厅发布展望，目前所有海洋和大气变化均表明厄尔尼诺

现象将在赤道太平洋地区持续发生。未来几个月，厄尔尼诺很可能持

续至北半球冬季。

钱晶晶综合编辑

节假日自驾游须知

目前自驾旅游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出游方式，黄金周假期即将来

临，不少人会选择自驾游。若要享受自驾游的快乐，一定要做好充分

准备，了解一些注意事项哦！

出行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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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游前，应对车辆进行一次彻底全面地检查和维护，一旦发现问

题，要马上修复。自驾车出游必须带齐一些随车工具。除了千斤顶和

车轮扳手外，还要带上路线地图、照明用具、野营装备、通讯装置、

望远镜及山地车，还有警示牌、指南针、应急灯等应急装置也是必需

的。另外驾驶证、汽车救援卡、通讯工具、零钱等一些必需品也要随

身带着。此外，还要备一些消炎药、风油精、碘酒、晕车药等药品。

出行前，要先确定好行车路线和休息站点，还要清楚路途需要的

花费，最好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线路图和周密的计划。建议自驾游以结

伴同行最佳。

注意事项：

1、最好不要个人租车旅游，特别是刚刚才学会开车的司机，不

要将旅游当做一次练车的经验，对车或路况不熟悉，均容易发生事故。

2、自驾车旅游，最好找一辆或更多的车同行，万一出了事故还

可以互相有个照应。多辆车同行时，一定要保持车和车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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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太远。

3、旅游不是赶路，最好不要走夜路。走夜路不但危险，而且容

易疲劳还会影响旅游者的心情。

4、不要把油用光了才加油。当油跑了过半，看到好的加油站就

随时加一些油，千万不要怕麻烦，即使加不到好油，将好油和次油“和”

着烧也要比把次油光着烧对车的损坏性小一些。

5、如果是短途旅游，最好不要将汽油带在车上；如果是远途旅

游而且离公路较远，最好携带 1-4 个安全的铁汽油桶以备用。

6、合理安排好行车距离，避免疲劳驾车。日行车的最多里程为：

普通公路 200-300 公里，高速公路 300-400 公里。停车的时候，要注

意锁好车门、车窗并将贵重物品随身带走。

7、万一车在半路坏掉，如果是路况较好的白天，可以考虑将车

拖走；如果是晚上，可拨打当地的 114 查询当地汽车救援号码请求救

援。

金晓芳综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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