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柠檬水真的有传说中的那么多功效吗？

夏天来了，很多人喜欢柠檬独特的清香，所以很喜欢爽口的柠檬

水。但是喝之前，我们应该先了解一下关于柠檬水的几点知识：

1.柠檬水可以减肥吗？

传说柠檬含有丰富的酸，能够排毒清肠，刮油去脂。可惜柠檬如

果知道自己被寄予了如此厚望，估计会觉得压力山大。首先，脂肪是

储存能量的关键，如果酸能阻碍脂肪吸收，排毒清肠，那在食物匮乏

的年代，我们的祖先早就因为胃酸刮脂，把自己饿死了。

其实，在小肠中，人体会分泌碱性物质，来中和胃酸和食物自身

的酸性。所以多吃酸味食物，最大的作用估计是促进胃肠蠕动，让你

胃口大开。另外，如果你喝的是加了糖或蜂蜜的柠檬水，可要小心长

胖了。最近大热的果蔬水也是同理，最好不要加糖。想减肥，还是遵

循能量守恒定律，乖乖管住嘴、迈开腿吧。

2.柠檬水可以抗癌吗？

不要指望柠檬水有“抗癌”功效。柠檬中的确存在一些可能抗癌

的物质，但这些研究都停留在体外实验、动物实验阶段，对人体是否

有效，仍未有定论。更何况实验中抗癌成分的剂量，也不是每天喝几

杯柠檬水就能满足的。

总而言之，目前还没有任何一种食物或成分，能够保护人们不得

癌症。不过，如果能用不加糖的柠檬水取代甜饮料，那的确是有益于

健康的。

3.柠檬水到底是美白，还是美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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柠檬在美容界可以说是一种有点“分裂”的食物：有人说柠檬含

有维生素 C，能够淡化已生成的黑色素，美白肌肤；但也有人说，它

含有一些光敏物质，例如“香豆素”，吃了之后再晒太阳，会让人变

黑。对于指望柠檬水美白的人，答案是：不可能。维生素 C确实是受

到各大护肤品牌喜爱的美白类成分，但柠檬中的维生素 C含量其实并

不算很高，为 22mg/100 g。

即使每天用一个超大个的柠檬（约 100g）泡水，摄入的维生素 C

还不如吃 100g 的大白菜来的靠谱（31mg/100g）。

对于担心白天喝柠檬水会变黑的人，答案是：想太多。想要香豆

素发挥“美黑”作用，需要三个条件：特殊体质（例如系统性红斑狼

疮患者）；长时间阳光照射；足量的香豆素摄入。

柠檬中香豆素含量很低，想要达到有效剂量，得一次性吃上几百

个，还得带皮。所以，如果你真的喝了柠檬水后皮肤变黑了，那可能

是因为忘了涂防晒霜。

4.柠檬不能用热水泡？

在很多人的心中，维生素 C是一种比较娇弱的维生素，很容易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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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温被破坏。实际上，因为有柠檬酸的存在，维生素 C并没有想象

得那么脆弱。有研究表明，用鲜柠檬来泡水时，即便 60～70 摄氏度

的水，维生素C的保存率还在60%左右。而对于干柠檬片来说，用 50～

60 摄氏度的水，反而更有利于维生素 C的溶出。另外，热一些的水，

还有助于柠檬中香气的释放，不如试试用 60 摄氏度左右的热水来泡

柠檬。不过，为了保护口腔和食道，记得晾一晾再喝。

5.干柠檬片好吗？

鲜柠檬要切片，还得保存，有点麻烦。相比之下，干柠檬片用起

来就会方便很多。但许多人担心，干柠檬片没营养。的确，干柠檬片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营养损失。不过，你可以选择真空冷冻干燥的柠

檬片，相比传统的风干和加热烘干，品质更好。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

现在还有很多糖（蜂蜜）渍过的柠檬片，营养损失大还加了糖，不建

议选。

从营养角度讲，新鲜柠檬绝对是首选。但是，干柠檬片（非糖渍

的）也不错，毕竟方便，而且两片柠檬所提供的营养素十分有限，不

用太在意。

6.柠檬水怎么做最好？

好的柠檬水，应该是味道淡淡的，微微带着点柠檬的香气。如果

柠檬用的过多，比如一次一个或半个，可能会刺激口腔和胃，还会因

为味道太酸，需要加糖来中和，而想要尝出甜味，糖分至少要在 5% 以

上，喝多了不利于控制体重。

需要注意的是，柠檬特殊的香气，主要来自于皮，所以一定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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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切成薄片泡水才最好。

一大片带皮的柠檬，泡 600ml 左右的水，有香味、微酸，但不

用加糖，必要时再来几块冰，绝佳的消暑解渴饮品啊。

7.没用完的柠檬怎么保存？

鲜柠檬虽好，但泡水只要一两片，之后该怎么保存是个烦人的问

题。其实不需太担心，因为柠檬的酸度很高，所以天然地带有一些防

腐功能。不过，为了让切开的柠檬能保存的更好，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用干净的刀具来切；用保鲜膜将剩下的柠檬裹起来，放入冰箱冷藏；

尽快用掉，毕竟放久了就不新鲜了。

沈娅瑜综合编辑

G7 承诺到 2025 年取消化石燃料补贴

七国集团首次明确设置了对化石燃料补贴的最后期限，宣布政府

对煤炭和油气的补贴支持需要在 2025年结束。英、美、加、法、德、

意、日和欧盟的领导人敦促所有国家在近十年内取消对于煤炭、石油

和汽油的政策支持。

根据刚刚在日本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发布的领导人宣言，“化

石燃料生产以及使用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已经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二。

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能源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发挥的关键作

用。”该承诺首次出现在 G7 峰会上是在 2009年，但直到现在仍然

缺乏坚定的时间表。

海洋开发研究院（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研究员 Shela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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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ley表示：“这是历史性的一天。但是，如果政府能够认真兑现

去年 12月在巴黎气候大会上的承诺，那么到 2020年取消所有化石燃

料补贴将是更好的选择。”

近年来，随着石油等化石燃料价格大幅下降，七国集团化石燃料

补贴也在逐步下降。但是，英国除外。同时，日本还因为计划在国内

外新增煤炭项目而饱受争议。

Whitley表示，“在去年的巴黎会议上，我们就看到了七国集团

在往错误的方向上走。仅仅是因为宣布取消化石燃料补贴期限，也不

能改变这样的事实。”

前不久，七国集团之一的加拿大还宣布延长天然气补贴期限。

值得注意的是，七国集团此次发布的声明中，也没有明确定义什

么是化石燃料补贴。据经合组织估算，每年成员国对化石燃料的支持

达到 1600-2000亿美元。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如果把污染

和气候变化的破坏成本计算在内，那么这个数据将达到 5.3万亿美元，

相当于每分钟 1000万美元。这远远超过对人类健康的支出。

Whitley 还表示,此次七国集团峰会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去掉了

“取消化石燃料消费补贴”的“消费”一词。她说这意味着七国集团

可能将取消补贴的目标扩展至化石燃料开发，而不仅仅是最终使用。

钱晶晶编译，摘自英国卫报网站

http://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6/may/27/g7-nations-pledge-to-end-fossil-fuel-subsi
dies-by-2025



2016 年第 11 期（总第 108 期） 第 7页

气候变化导致太平洋五岛消失

澳大利亚一项新发现表明，由于海平面上升和海水腐蚀，5座太

平洋小岛已经消失，这是首次科学证实了气候变化在太平洋海岸线上

的影响。

这些沉入海底的岛屿是所罗门群岛的一部分，根据《环境研究快

报》5月刊上的一份调查结果表面，在过去 20年中这个群岛海平面

每年上升大于 10毫米。这些消失的岛屿，规模从 1到 5公顷不等，

属无人居住小岛。研究发现，除此之外还有 6个岛屿正遭受严重的海

岸侵蚀，其中两个岛屿上整个村庄都被摧毁，村民被迫迁移。研究人

员指出，一个叫 Nuatambu的岛屿，居住着 25户人家，其中 11户家

庭的房屋被淹没，一半的居住地于 2011年被大海所“吞噬”。

这份研究通过研究太平洋许多事件，第一次科学地证实，气候变

化对于海岸线和人类的戏剧性影响。科学家们利用航空和航天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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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自 1947年开始 33座岛屿的数据，并利用放射性碳测定树的年龄

来支持他们的研究。

所罗门群岛位于澳大利亚东北部约 1000英里，人口约 64万，是

由数百座岛屿组成的国家。 所罗门群岛的官员指出，此项研究提出

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政府在迁移重置规划中的角色。

绿色气候基金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会议的一部分，是为了帮

助国家处理气候变化的问题。今年 4月，包括所罗门群岛在内的 177

个国家签署了一份在巴黎达成的气候协定，以遏制气候变化。

研究指出，临时安置点已经在岛上设置好。一些 Nuatambu的岛

民已经迁移到更高海拔的火山岛了，另一些岛民则被迫迁移到 Nararo

岛了。一位被迫迁移到 Nararo岛名叫 Sirilo Sutaroti的 94岁岛民，对

研究人员说道：“海洋已经开始逼近内陆，迫使人们不得不迁移到小

山顶并在远离海洋的地方重建村庄。”

冯春华编译，摘自英国卫报网站

http://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6/may/10/five-pacific-islands-lost-rising-seas-climat
e-change

阿拉斯加森林大火正加剧全球变暖

最近，美国政府部门的研究人员表示，阿拉斯加森林大火的破坏

性蔓延，使得全球变暖比科学家预期的更糟。

2015 年，阿拉斯加各类森林大火共烧毁了超过 500万英亩的区

域，而这些森林大火数量和规模的急剧飙升，正在破坏这片作为延缓

气候变化主要缓冲区的巨大碳库，包括碳含量丰富的北方针叶林、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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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和永久冻土。2015 年发生的森林大火创造了阿拉斯加十年之最，

造成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气体的排放，而这些气体的排放正是气

候变化加剧的成因。

美国地质勘探局的报告显示，北美森林大火应该被公认为气候变

化的重要驱动力，而不仅仅是普通的副作用。

“这是一个我们过去没有深入讨论的问题，”美国地质勘探局首

席气候科学家弗吉尼亚·伯克特说，“森林大火对阿拉斯加土壤和植

被中所固存的碳物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们的科学家发现，阿拉斯加碳存储和碳释放的平衡与森林

大火有着密切的联系，” 伯克特说到，“在森林大火频发的年份，碳

平衡净值会急速下降；而森林大火不多的情况下，碳平衡净值则会回

升。”

根据美国地质勘探局的调查，阿拉斯加约占美国国土面积的 18%。

该州的北方落叶林，泥炭丰富的苔原以及永久冻土，固存了全美 53%

的碳物质。相较于美国另外 48个州，阿拉斯加的碳汇数量最大。

根据美国地质勘探局的评估，阿拉斯加目前每年吸收大约 370万

吨的碳排放。但这个巨大的碳库正在遭到高温的威胁，永久冻土融化，

森林大火频发。去年，美国地质勘探局发出警告，到 2100年，阿拉

斯加将失去四分之一的永久冻土，气候变化将被加速。

阿拉斯加森林大火平均每年的过火面积是美国其它 48个州的两

倍，大火排放出来的温室气体是其它各州的总和。

上个月，加拿大阿尔伯塔省油砂城镇麦克默里堡的森林大火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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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万人紧急疏散。而随着气候持续变暖，这种发生在美国北部和加拿

大地区的森林大火预计在未来几十年内将不断增加。火灾将使存于树

木以及土壤上层植被的碳物质重新释放到大气层，燃烧还会暴露植被

下层含碳丰富的永久冻土，加速其融化。

过去的几十年，美国北部和加拿大地区森林大火的发生频率大幅

增加，未来这一趋势还会加强。研究人员预测，由于气候变暖和降水

量的变化，北美森林大火规模将增加四倍，范围扩大到整个森林覆盖

地区。

去年冬天，北极地区的气温再创新高。年底北极上空的气温则一

直保持在零摄氏度以上。同时，降雪也严重不足。

干燥和高温使得森林大火频发，干燥的土壤和植被极易被闪电点

燃，而高温则助长了火势的蔓延。研究人员发现，随着七月平均气温

达到 13.4摄氏度（56.1华氏度），原本潮湿寒冷不易发生火灾的阿拉

斯加北坡和育空河三角洲的苔原地区也将频繁失火。

韩俊编译，摘自英国卫报网站

http://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6/jun/01/alaska-wildfires-climate-change

剩粽子巧变美食

端午节过去了，吃不完的粽子怎么办呢？粽子的主要材料是糯

米，糯米质地粘软，放在很多食品里都是很好的配料。今天，教你几

招将剩粽子变美食。

粽子百合绿豆粥

砂锅中烧沸水 3 碗，放入绿豆 2 把，煮 15 分钟，加入剩的小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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粽子或蜜枣粽子，用大勺把粽子碾碎，一起煮 10分钟，再加入 1头

剥散洗净的鲜百合，继续煮 5分钟，一锅清香四溢、口感粘软的百合

绿豆粥就好啦！

粽子豆沙包

夏天人们都喜欢吃点豆沙包，营养好，又能清热解毒。把红豆或

绿豆煮软，加糖拌成豆沙；然后把剩的粽子切成小块，和豆沙混合起

来，就可以包豆沙包啦。

粽子鸡蛋菜饼

先把鸡蛋打入面糊，再放切碎的青菜叶，用盐、鸡精、胡椒粉调

味，然后把剩的粽子切碎，放进面糊中拌一拌，最后用平底锅摊成菜

饼。

粽子蛋羹

把咸味粽子或纯糯米粽子切成小丁，鸡蛋打成蛋液，加 1.5倍清

鸡汤或水，再加适量盐或鸡精，倒进一个大汤盘中，然后把咸味粽子

丁放进去，加几滴香油，一起大火蒸 8分钟左右就好了。

粽子醪糟蛋花汤

把甜味粽子或纯糯米粽子切成小丁，醪糟加点水，放锅里加热，

然后加入打好的鸡蛋液，使之变成蛋花，再把粽子丁放在醪糟里面烫

热了一起吃。

粽子牛奶布丁

用 3个鸡蛋，加 200毫升全脂牛奶打匀，搅入 1勺白糖（用红糖

更好，只是颜色会深点），再把 1个剩的粽子（白粽或甜粽）切小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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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混合在蛋液里，上面加几粒枸杞。按蒸蛋羹的方式，蒸到凝冻状

态。如果用微波炉（800W功率），需要高火 3分钟，然后转为低火/

解冻 5分钟（需要根据自家微波炉的功率来调整时间）。蒸出来就是

布丁状态了，口感不错，小朋友会喜欢哦。

粽子苹果大枣汤

把粽子切碎，苹果 2-3个去核切块，大枣 5-8个去核。加等量于

苹果的水，放压力锅里，压 5分钟，断电，等自然冷却到常压，即可

取出食用。

粽子肉丸／烧麦／馅饼

把粽子切碎，和肉馅混在一起，用粽子来替代团粉，用来制作肉

丸，或者放进烧麦和馅饼里当成馅料。

总之，利用剩粽子的创意是无穷的。假如觉得以上这些美食口感

很不错，即便不是端午节，没有剩粽子，也不妨用剩的糯米粥、糯米

饭来制作哦！

胡周颖综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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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微信号“zghzdtkjg”，或扫描右侧二维码。

报：中国科协、浙江省科协
送：中国科技馆、浙江省科技馆，市科协主席、副主席

总编： 牛卢璐 校对：金晓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