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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蜜真的会引起性早熟吗？

蜂蜜、蜂花粉、蜂王浆等蜂产品一直是颇受人们喜爱的“好东西”，

而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传闻声称，这些蜂产品“含有激素”，给孩子

吃了还可能会影响发育、引起性早熟。而事实上，蜂产品中的性激素

含量微乎其微，比其他很多日常食物还要低得多，它们和性早熟没有

什么关系。

蜂蜜中最主要的成分是糖，占到总量的 80%以上，再除去百分之

十几的水，其他成分不到 1%。而这百分之一的成分通常有一些维生

素和矿物质、蛋白质、有机酸、以及花粉等。

在蜂蜜和蜂花粉中，并没有检测到动物性激素的报告。花粉中

确实含有不少植物激素成分，但这些成分和动物体内的激素差别很

大。正如花粉中的植物精子不会让人怀孕一样，植物激素也不会对人

体产生激素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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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蜂蜜和花粉，蜂王浆是更多人担忧的对象。蜂王浆是蜜蜂供

给蜂王和 3 日龄内幼虫食用的物质，长时间吃蜂王浆的蜂王成熟期

短、寿命长，还有很强的生殖能力，这不禁会让人联想，这是不是性

激素的作用？给人吃了也会“催熟”吗？

其实，这种想法也是多虑了。蜂王浆“催熟”蜜蜂的成分并不是

性激素，而是一种活性蛋白质。2011 年，日本科学家发现，新鲜的

蜂王浆中的这种蛋白质能促进生长激素的分泌，进而调控一些基因的

表达。但是，在人类口服蜂王浆的时候，这种蛋白质会被人体消化、

失去活性，因此完全无法对人体产生影响。

那么性激素呢？检测发现，蜂王浆中确实存在微量的性激素，

但它的含量实在太低，根本不足以对人体生理造成影响。它比很多动

物性食物中正常存在（而且

安全）的激素含量还要低得

多。

如果真要说饮食因素与

孩子性发育之间的关系，那

么真正值得警惕的其实是吃

得太多导致的肥胖。有研究

发现，超重和肥胖可能会影响性早熟。

蜂蜜不会直接导致性早熟，不过它作为一种添加糖的来源，吃多

了也会增加龋齿、超重和肥胖的风险，它和甜食、甜饮料一样需要控

制。蜂蜜、蜂花粉和蜂王浆的很多所谓“健康功效”都没有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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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们也不应该让孩子吃太多蜂蜜。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儿童

和成年人都应该把包括蜂蜜在内的“游离糖”摄入量控制在总能量摄

入的 10%以下。

最后需要提醒的是，一岁以下的婴儿确实不应该进食蜂蜜。这是

因为蜂蜜中可能含有肉毒杆菌。

肉毒杆菌在自然环境中广泛存在，不少食物也可能存在肉毒杆菌

污染的风险。对于 1岁以上的孩子和成年人而言，即使吃进含有少量

肉毒梭状杆菌的蜂蜜，肠道原有的菌群也可以抑制肉毒梭状杆菌的繁

殖，这样就不会产生肉毒素。而 1岁以下的婴儿肠道内的菌群还很脆

弱，对毒素的反应也更敏感，如果不小心食用被污染的蜂蜜，就非常

容易中毒。

蜂蜜等蜂产品没什么神奇功效，但也不必担心它们把孩子“催

熟”。不过，考虑到可能的肉毒杆菌污染，不应该让 1 岁以下的孩子

吃蜂蜜。

沈娅瑜综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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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将成为 2016 年全球经济最大威胁

世界经济论坛 1 月 14 日发布《2016 年全球风险报告》，这份由

750 名专家共同发布的报告显示，气候变化导致的灾难将成为 2016

年全球经济的最大威胁。其中，气候变化应对措施不力是 2016 年影

响力最大的全球风险，最有可能发生的风险则是大规模非自愿移民。

这份年度调查报告就全球 29项风险的影响力和发生概率进行了

评估。报告认为，气候变化应对措施不力对全球的破坏力高于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水资源危机、大规模非自愿移民和能源价格显著波动。

这是 11年来该报告首次将环境问题列为风险影响力之首。

由 WEF 牵头的这份年度风险评估报告，正好在 1 月 20 日-23 日

的达沃斯论坛前发布，已将全球变暖列为该会议关注的焦点。

目前全球正在加速变暖。世界气象组织日前发布报告称，2015

年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可能创下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世界气

象组织总干事米歇尔·雅罗表示，2015 年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浓度

创了新高。

不过，2015 年巴黎气候大会顺利达成了全球气候变化新协议，

全球近 200 个国家都同意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将全球平

均温度升幅与前工业化时期相比控制在 2℃以内。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认为种种风险有集中出现的趋势。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与风险应对网络负责人提醒说，人们都

看到气候变化正在放大移民和社会安全方面的风险，但“相互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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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绝不仅止于此”，各种风险正在快速演变，且随时都可能以无法

预料的方式影响社会。

针对发生概率，报告认为 2016 年最有可能发生的风险是大规模

“非自愿移民”，其次为极端天气事件、气候变化应对不力、影响地

区关系的国家间冲突和重大自然灾害。

钱晶晶综合编译

德国观察组织发布两份 2016 气候指数报告

近日，非政府组织德国观察（German Watch）先后发布题为《全

球气候风险指数 2016》（Global Climate Risk Index 2016）和《气

候变化绩效指数 2016》（Climate Change Performance Index 2016）

两份报告。前者基于慕尼黑再保险公司的 NatCatSERVICE 数据，分析

量化了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包括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并对 2014

年和 1995—2014 年受气候影响最大的国家进行了排名。后者对全球

58个信息较充足、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较明确的国家气候保护绩效进

行了比较，以促进全球气候政策的透明度。

《全球气候风险指数 2016》指出，1995—2014 年，洪都拉斯、

缅甸和海地是受极端天气事件影响最大的国家，排名前十的国家中有

9个是低收入或中低收入国家，仅有 1 个（泰国）是中高收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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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2014 年，全球发生 15000 多件极端天气事件，导致超过 52.5

万人直接死亡和 2.97 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2014 年，塞尔维亚、阿

富汗伊斯兰共和国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国

家。降水、洪水和山体滑坡是破坏的主要原因。极端降水的高发生率

与气候变暖加速水文循环的科学预期相符。

排名 1995-2014

（1994-2013）
国家 CRI得分

排名 2014

（2013）
国家 CRI得分

1（1） 洪都拉斯 11.33 1（93） 塞尔维亚 8.17

2（2） 缅甸 14.17 2（15） 阿富汗 10.67

3（3） 海地 17.83 3（89）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11.50

4（5） 菲律宾 19.00 4（1） 菲律宾 12.50

4（4） 尼加拉瓜 19.00 5（6） 巴基斯坦 12.67

6（6） 孟加拉国 22.67 6（77） 保加利亚 13.83

7（7） 越南 27.17 7（143） 尼泊尔 15.83

8（10） 巴基斯坦 31.17 8（109） 布隆迪 16.00

9（11） 泰国 32.33 8（33） 玻利维亚 16.00

10（9） 危地马拉 32.50 10（3） 印度 16.17

（1995—2014 年和 2014 年气候风险指数：受影响最严重的 10 个国家）

《气候变化绩效指数 2016》指出，与往年一样，排名第 1到第 3

位是空白，因为全球没有一个国家已采取足够的措施来防止气候变化

的危险影响。第 4至第 6位分别是丹麦（71.19 分）、英国（70.13

分）和瑞典（69.91 分），倒数 5 名是沙特阿拉伯（21.08 分）、哈

萨克斯坦（32.97 分）、澳大利亚（36.56 分）、日本（37.23 分）

和韩国（37.64 分）。在全球碳排放量最大的 10个国家中，德国和

印度的气候变化绩效指数表现为“中等”，美国和中国的指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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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俄罗斯、伊朗、加拿大、韩国、日本和沙特阿拉伯的指数为

“非常差”。中国的排名从 2015 年的 50 位上升到 47 位。

（气候变化绩效指数世界地图 2016）

胡周颖综合编辑

2015 年我国近 64 年来最热与厄尔尼诺有关

日前，中国气象局在发布的《2015 年中国气候公报》中称，

2015 年是有现代气象记录数据 135 年来全球平均气温最高的一

年，中国是自 1951 年以来平均气温最高的一年，这一方面受全球

变暖的大背景影响，另一方面，与正在发生的超强厄尔尼诺有关。

2015 年是有现代气象记录数据 135 年来全球平均气温最高的

一年，全球平均气温的持续升高，引发了海平面上升、冰川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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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气候事件频繁发生等，对地球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产生

了广泛、显著的影响。

（1 月 12 日，中国气象局新闻发布会现场）

2015 年，我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 0.95℃，为 1961 年以来最

高值，也是自 1951 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平均气温最高的一年。

据统计，2015 年，全国平均气温 10.5℃，较常年（9.55℃）偏高

0.95℃，为 1961 年以来最暖的一年，各月气温均较常年同期偏高，

其中 1-3 月均偏高超过 1.5℃。2015 年，全国 31 个省（区市）气

温均较常年偏高，其中，北京、四川、宁夏、广东、广西、新疆、

河南、贵州、辽宁、青海 10个省（区、市）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

最高。

国家气候中心正研级高级工程师周兵介绍，2015 年是不平常

的年份，一方面全球变暖脚步没有停下来，另一方面又在发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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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非常显著的超强厄尔尼诺，对全球和区域造成了很大的影

响。

2015 年，赤道中东太平洋大部海温异常偏暖，厄尔尼诺事件

继续发展。截至 12月，本次厄尔尼诺事件累计海温指数已达

23.0℃，为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强度已超过 1982/1983 年，

成为历史上第二强的厄尔尼诺事件。

周兵解释，中国气温的升高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厄尔尼诺引起

的。厄尔尼诺造成的影响不可低估，2014 年是厄尔尼诺年，2015

年是厄尔尼诺年，2016 年是厄尔尼诺的次年，要密切关注 2016

年超强厄尔尼诺对我国和全球气候可能产生的影响。

针对全球气温创新高是否与温室气体排放有关的问题，国家气

候中心副主任、正研级高级工程师巢清尘介绍，造成全球气候变

化实际上主要有两大原因，一个外部强迫，包括人类活动排放温

室气体、火山爆发都是外部强迫的因素；第二是内部系统的变率，

海洋、海气相互作用，陆气相互作用等，气候系统内部变率发生。

而国际研究表明，人类活动排放造成了过去上百年的气候系统变

暖。

冯春华综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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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子皮的妙用

冬天是吃橘子的季节，又甜又能补充维生素，很多人爱吃！可是，

吃了汁多味美的橘子瓣，你是不是会随手扔掉橘子皮？你太浪费了，

橘子皮其实是宝贝！

防晕车：上车前 1 小时，用新鲜的橘子皮向内折成双层，对准鼻

孔，用手指挤提捏橘子皮，皮中就会喷射出无数股细小的橘香油雾并

被吸入鼻孔。在上车后可随时挤压吸入，能有效预防晕车。

治咳嗽：用干橘皮 5克，加水 2 杯煎汤后，放少量姜末、红糖趁

热服用；也可取鲜橘皮适量，切碎后用开水冲泡，加入白糖代茶饮，

有化痰止咳的功效。

治便秘：鲜橘皮 12克或干橘皮 6克，煎汤服用，可治便秘。

解酒：用鲜橘皮 30克，加盐少许煎汤饮服，醒酒效果颇佳。

治口臭：将一小块橘皮含在口中，或嚼一块鲜橘皮，可治口臭。

治风寒感冒：鲜橘皮、生姜片，加红糖适量煎水喝，可治疗风寒、

感冒、呕吐、咳嗽。

驱蚊：在室内点燃晒干的橘子皮，既能清除室内异味，又能驱除

蚊蝇。

护发：将橘皮泡进热水里，用它来洗头，如同用了高质量护发剂，

头发会光滑柔软。

除冰箱异味：将橘皮放进冰箱，它的清香能够排除异味。

去鱼腥味：蒸鱼时加入一些橘子皮，可除去鱼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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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炉去味：把橘子皮放到微波炉里，小火加热 1-2 分钟，可除

去微波炉内异味，但要注意不要加热过度使橘子皮烧焦。

作肉制品调味：在烧肉或炖排骨时，加入几片橘子皮，可使肉味

鲜美，油而不腻。烹制羊肉时，加橘皮可除去膻气。

去污：用橘子皮蘸盐擦拭陶瓷器皿上的油污，去污效果特别好。

清洗衣物上的煤油污渍：用橘皮擦抹衣物上的煤油污渍，再用清

水漂洗，可将污渍去掉。

去除厨房垃圾臭味：如果有剩鱼、生鲜等易发出臭味的垃圾，丢

弃时把橘皮与这些垃圾一起放到垃圾箱里可减少异味。

提神开胃：将橘皮洗净切丝后晒干，与茶叶一起存放。引用时，

用开水冲服，其味清香可口，有开胃、通气、提神的功效。

金晓芳综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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