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饺子馅不出水，美味立即提升的秘诀
节日吃腻了大鱼大肉，谁都不想再吃

肉丸子一样“实在”的饺子了。相比而言，
菜肉饺子、素馅饺子会更受欢迎。

不过，传统北方家庭做饺子的时候，常
常会因为添加蔬菜出水而感觉麻烦。其实
肉菜比例1:1的饺子根本就无需挤水，因为
只要操作得当，根本就不会出水。

要知道，蔬菜中的营养成分大部分在
菜汁当中，清香美味也在菜汁当中。加盐

“杀水”把菜汁挤去，实在是既浪费营养，又
减少美味，完全没意义。

那么，怎样做到加入大量蔬菜而让饺
子馅不出水呢？

这是最见烹调者功力的技术活儿。
主要有三个“拦水”环节，各有科学道理。

肉馅处理要点

肉馅材料通常选择三肥七瘦或二肥八
瘦的猪肉。记得看一下瘦肉的质地纹路。
以瘦肉中带一点白色脂肪纹路的肉最为理
想，因为这样的肉质嫩，没有筋，而且比较
多汁。很瘦的肉通常脂肪含量低，口感比
较柴，韧性比较强，做馅的口感就没那么
好。注意一定不能选择注水肉，否则不仅
香气不好，而且不能再吸收蔬菜里的菜

汁。如果自己能剁肉，也尽量不要用市场
上买的肉馅，最好是不嫌麻烦自己用大块
肉来切碎剁馅。

肉切碎后一定要加入咸味调味品，其
中有三个选择：盐、鸡精和酱油。如果肉馅
要吸入更多的菜水，就选前两项；如果肉多
菜少，或者菜能够少出水，就可以选酱油。
毕竟盐里只有氯化钠，没有优质酱油（氨基
酸氮含量在1.20%以上的生抽）中那样丰富
的咸味物质和香气物质。

温馨嘱咐

如果家里有痛风或高尿酸血症患者，
不要用鸡精替代盐。因为其中含有较多嘌
呤类物质。

如果家里有尿酸不高的高血压、冠心
病、脑血栓患者，需要减盐烹调，那么宜用
鸡精替代盐，但加鸡精的量可以减半，只加
5克。这样就轻松减掉了四分之一的盐，但
因为鸡精的鲜美味道，即便减了25%的盐，
人们还是会感觉很好吃。患者以外的其他
家人可以在蘸料中加一点酱油，或者多放
点醋，把损失的美味补回来。

肉加入酱油、盐和鸡精等咸味调味品
之后，要往一个方向充分搅拌。肌肉细胞

中的“肌球蛋白”在遇到盐之后，就会从细
胞中跑出来。这种蛋白质一旦脱离细胞控
制跑出来，有很好的吸水性，它能让肉馅变
粘，能黏住蔬菜等其他配料，将来煮熟后能
更好地把混合的饺子馅连接在一起。

剁碎的过程，就是充分破坏肌肉细胞，
让肌球蛋白有机会接触盐和各种调味品；搅
拌的目的，就是让加入的盐充分接触肌肉细
胞，高效地把肌球蛋白请出来。实际上，如
果不是注水肉的话，自己剁碎的肉馅能够吸
收相当于肉馅重量20%~30%的水分。

所以，在搅拌的过程中，肉馅会变得越
来越粘，搅拌的时候都感觉阻力很大。这
就有机会去吸收菜汁了。

蔬菜制作要点

加盐对拌肉馅来说是必须的有益环
节，而对蔬菜来说，遇到盐而出水却是个麻
烦。因为蔬菜细胞的渗透压较低，遇到盐
之后，必然会出现汁液外流的现象。这种
出水现象也会使加入大量蔬菜的饺子馅变
稀，给包制环节带来很大困难，包好之后也
容易因为出水而把饺子皮泡软，煮前粘底，
煮时容易破碎。所以，控制蔬菜出水是关
键的技术要求，需要投入科学智慧。

制作饺子馅的蔬菜，一定记得不要用
盐“杀水”，更不要挤去菜汁。去掉菜汁不
仅麻烦，而且使营养和风味严重损失。蔬
菜的水分可以由加盐拌好的肉馅来吸收。
蔬菜做馅的要点是要“细切”而不是要“剁
碎”。切对细胞完整性的破坏较小，出水
少；剁碎则破坏细胞严重，出水多。蔬菜的
可溶性营养成分如维生素C、维生素B2、叶
酸、类黄酮、钾等，绝大部分都在菜汁当中；
香气物质主要也在菜汁当中。扔掉菜汁实
在是极不明智的。

另一个要点是蔬菜不能早切。切碎后
放置一段时间，细胞内物质接触空气而逐渐
氧化，则蔬菜的香气容易损失，特别是韭菜
久放会产生臭味。放置中菜叶萎蔫会损失
其中的维生素。对十字花科的蔬菜而言，切
碎后放置在空气中，硫甙类抗癌物质也会损
失惨重。所以必须先把肉馅拌好，最后才把
蔬菜拌入其中，然后立刻包入饺子里。

为了减少蔬菜出水的麻烦，不仅不能
提前加盐，还要想办法让肉馅里的盐不会快
速渗入蔬菜当中。解决方法是在蔬菜切碎之
后，立刻拌入香油两勺。油会在蔬菜颗粒表
面形成一层脂肪薄层，在拌入有咸味的肉馅
当中之后，因为盐是水溶性物质，它不能溶于
脂肪，所以盐不会立刻大举穿透脂肪层进入

蔬菜碎当中。这样就进一步保证饺子馅不
会出水，蔬菜颗粒与肉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蔬菜品种不同，出水的风险也不一
样。一般来说，在同样处理条件下，营养丰
富、“干货”较多的深绿色叶菜出水较少，如
茴香菜、韭菜出水都很少。西葫芦（笋瓜）、
茄子和芹菜出水也不算太多。相比而言，
大白菜、小白菜等出水就比较多。在蔬菜
和肉馅比例1:1的时候还能处理，再增加蔬
菜比例，就很难避免出水问题。

添加吸水食材

做肉馅比例相对较低的饺子馅，或者
做素饺子馅的时候，就需要额外增加吸水处
理食材。比较好用的是粉丝、木耳和香菇，
还可以加入海米和虾皮增加海鲜味儿。把
干粉丝洗净，但不要泡发，控净水，直接切
碎，然后拌入馅料当中。它就会把多余的水
分吸收掉。木耳、香菇、海米和虾皮也一样，
先泡几分钟，表面沾水之后洗干净，然后甩
掉水分，剁碎，放在馅料当中，它们自然会从
馅料中吸收水分而逐渐膨胀起来。

只要以上三个措施一起运用，肯定能
够轻松解决饺子馅出水的问题，把原料中
的所有营养和美味都收入饺子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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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洗衣机用完不要立马关
盖，小心越洗越脏，有害健康！

记者实验：长期未清洗的洗衣
机，会产生霉菌，甚至会引发慢性荨
麻疹。洗衣机最脏的地方是在内桶
跟外桶中间的夹层。专家提醒：洗完
衣服后30分钟再把上盖关上，能避
免里面滋生细菌，并且定期用84消
毒液清洗洗衣机！

洗衣机是清洁工具，日常大家都
用它来清洗脏衣物。然而，网上却有
说法说，这个清洗别人的工具，自己
也得被清洗。一段时间不用，里面就
特别脏，会滋生霉菌。是真的吗？

记者来到拥有国家授予检测资
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在工作人员的
帮助下，对一周未使用、两周未使用、
两个月未使用的洗衣机进行入户采
样。

首先，工作人员对三个洗衣机的
内桶壁进行采样。随后放水，模拟洗
衣服的过程，并对洗衣水进行采样。
随后，对六个样品进行检测。洗衣机
的桶壁上会检出霉菌吗？

工程师告诉记者，桶壁上均没有
发现霉菌。这个结果让记者意外，一
周和两周未使用的洗衣机里没生长霉菌，两个月未使用
的洗衣机竟然也没有霉菌。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三个洗
衣机都很干净呢？

据介绍，桶壁可能比较干燥，霉菌的生长一般是在
阴暗潮湿这种环境中。但这不能代表洗衣机里面的沟
壑或者下水管路中就没有。

桶壁上没有霉菌还不能说明问题，由于洗衣机的构
造比较复杂，机箱内有很多我们直接看不见的地方也可
能滋生污垢。

从洗衣水的检测结果来看，两个月未用、两周未用
的洗衣机，果然都长出了不同程度的霉菌。连一周未用
的洗衣机竟然也生出了霉菌，看来洗衣机确实是一个容
易滋生霉菌的地方。那么，这些霉菌会对人体造成什么
样的影响呢？

它对人体会造成危害，会发生一些皮肤疾病。如
果把内衣内裤都在洗衣机里洗，也不能排除通过洗衣
服来传染上霉菌等疾病，还有一些皮肤过敏性疾病，如
慢性荨麻疹等。

霉菌对孩子的影响远高于成人。因为这个霉菌感
染一般都跟免疫功能有关系，有的人免疫功能强，可能
受感染的机会就少。孩子的免疫功能可能要比成人低
得多。

在生活中，大家能看得到的洗衣机的部分大多都很
干净，那么，这些霉菌到底藏在哪里了呢？为让大家眼
见为实，记者找来了专业的清洗工程师，为我们拆洗洗
衣机。

洗衣机最脏的地方是在内桶跟外桶中间的夹层，平
时用肉眼是看不到的，只有把上盖这个减震盒全部拆掉
以后才能看到里面的脏东西。

除此之外，洗衣机的下水回路也是一个容易滋藏污
垢的地方。洗衣机应该定期进行深度清洗。除了专业
清洗之外，在日常使用中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可以保持洗
衣机的清洁呢？

洗衣机日常保养的方法

1、每次洗完
衣服，大概 30 分
钟以后再把上盖
关上，这样可以避
免里面滋生细菌；

2、需要一周
左右把里面的过
滤网跟过滤盒拿
出来，清洗一下；

3、定期用 84
消毒液在里面清
洗过滤一下，也
可以起到消毒杀
菌的作用

范志红

关于牙膏，你不可不知的8件事

普通人多选加氟牙膏

含氟牙膏是缓解蛀牙的不二选择。目前我国通
用的含氟牙膏大概占整个牙膏市场的70％。

试验表明，每天用含氟牙膏刷牙两次，患龋齿的危
险性降低40%。需要提醒的是，学龄前儿童刷牙时会因
误咽部分含氟牙膏，从而引起肠胃不适，甚至是氟化物摄
入水平的变化。因此儿童不适合过多使用含氟牙膏。

买两种，分别早晚用

有些人喜欢某个品牌的牙膏，就会一直用，这样
做是不科学的。

口腔内的细菌构成了一个微观的生态平衡，如
果一直使用同样的牙膏，时间久了细菌会对牙膏中
的抗菌成分产生耐药性，造成口腔内菌群失调，产生
异味，影响健康。实际上，早晚应用不同的牙膏。

建议在白天使用清洁功效好的牙膏，晚上选择
具有抑菌、杀菌效果的牙膏。这是因为白天唾液分
泌量是晚上的3～4倍，容易抑制细菌产生，且口腔
内易残留食物残渣，选择清洁功效好的牙膏能有效
去除口腔异物。晚上人处于睡眠状态，唾液腺分泌
不足，应使用抑菌型牙膏。

牙膏挤太多，牙齿会变脆

很多人受广告影响，挤牙膏时喜欢在牙刷上满满
挤上一整条，如果误吞，日积月累，会造成氟摄入过量。

氟是人体必需的元素之一，人体缺少氟，就会患龋
齿病，但体内含氟过多也会形成氟斑牙，使牙齿变脆。

挤牙膏别蘸水

如果牙刷是湿的，挤上牙膏后，就很容易起泡沫，嘴
里有了太多的泡沫，人就感到已经刷了很长时间的牙，认
为可以结束了。而这时，牙齿还未真正被刷干净。

牙膏本来不是用泡沫来清洁牙齿，而是靠里面
的清洁成分和牙刷与牙齿的摩擦。摩擦越细微、时
间越长，则刷得越干净。

牙刷不蘸水，挤上牙膏慢慢刷，渐渐出些细微的
泡沫，牙膏的清洁成分才能被发挥到最大。

牙膏里像有“沙子”，立即停用

劣质的摩擦剂不仅会使牙釉质越来越脆弱，还
会磨损牙齿与牙龈的结合部位，造成牙龈萎缩。辨
别摩擦剂的优劣可以通过看膏体是否比较均匀、细腻、光
滑，如细滑说明牙膏颗粒比较好，可以放心使用。在刷牙
时，要注意口感，若感觉牙膏质感粗糙，有沙子一样的
颗粒滞留在嘴里，需要多漱几次口，并立即停用。

牙膏也有保质期

不少人在买牙膏时都发现，有的牙膏上注明了
保质期，有的没有。专家说，其实牙膏是有保质期
的，因为其中所含的化学物存放一定时间后会发生
化学反应，尤其是已经开口的牙膏，最好在一两个月
内用完。另外，一支牙膏使用越久，暴露在空气中的
机会就越多，接触细菌的几率也就越大。

药物牙膏不能治牙周病

有位牙龈出血患者，在用了防治牙龈出血功能
的中草药牙膏后，感觉出血症状有所缓解。但一段
时间后，他却出现了牙龈肿痛，到医院检查，确诊为
患有严重的牙周炎。

某些中草药牙膏能减轻牙龈出血症状，但有些
慢性牙周炎患者，可能没有局部出血症状，如果仅靠
牙膏的功能和是否出血来自行判断牙病，则可能延
误病情，导致牙周疾病加重，错失治疗时机。

牙膏标黑条，有毒吗？

有人称牙膏管底部的颜色条码大有名堂，绿、
蓝、红、黑不同颜色条码各有含义：绿色——纯天然；
蓝色———天然+药物；红色———天然+化学成
分；黑色———纯化学。

这是错的！牙膏底部颜色条和牙膏的成分是没
有关系的。牙膏软管底部的色标主要用于牙膏灌装
封尾时的定位与识别，行业称之为电眼定位点。电
眼定位点在软管类包装很常见，广泛适用于软管包
装的产品，如化妆品、食品等，用于在产品自动填充
后，封尾机的定位感应，以确保封尾时包装处于正确的
位置。

牙医害怕3种牙膏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许多牙膏的成分对我
们的健康有害，有些化学物质可能引起口腔癌、乳腺
癌、神经疾病、心脏病、口腔溃疡、牙龈损伤等。有关
专家认为，如今市面上的牙膏多是建立在工业化学
的基础上，而不是医学，这令人担忧和害怕。

除垢剂——易引起口腔溃疡
口腔黏膜是最娇嫩的组织之一，而十二烷基硫酸钠

是最强有效的清洁剂，它可能导致过敏或破坏口腔黏膜，
导致慢性口腔溃疡。经常口腔溃疡的人及溃疡发作期
的人，最好不要使用含有十二烷基硫酸钠的牙膏。

美白剂——伤牙龈
许多牙膏中会添加过氧化氢等漂白剂，从而起

到美白牙齿的作用。然而，它们会刺激软组织，损害
口腔黏膜，伤害牙龈。事实上，牙齿的洁白程度和牙
釉质、牙本质都有关系，这一点通过牙膏很难改变。
并且漂白剂虽然可以去除牙齿表面的部分色斑，但
对牙齿内源性的深层色斑基本没有效果。

研磨剂——伤牙釉质
许多牙膏中会添加细小的颗粒物，以便去除

牙齿表面的污渍，然而，有些药膏的研磨剂不够
细，会磨损牙釉质，长此以往牙齿会变得敏感。
建议选购含氢氧化铝或磷酸氢钙，并且颗粒细小
的牙膏，这类研磨剂相对较好，对牙齿表面的损伤
更小。

尽管牙膏中的很多化学成分都有潜在危险，但
其中的氟化物是对牙齿有利的，少量氟化物能够帮
助减少蛀牙，改善牙齿健康。

7种坏成分，买牙膏要避开

牙膏里还有一些成分需要当心，《生命时报》根
据美国牙科专家琳达·斯特劳布·布鲁斯博士的建
议，总结出“应当避免的7类牙膏成分”。

月桂基硫酸钠（SLS）
医学研究证实，牙膏中的泡沫剂月桂基硫酸钠

（SLS）可诱发和加重口腔溃疡，导致口腔黏膜干燥，
发生微小破裂。SLS还会导致牙齿遇冷过敏。因此
专家建议，口腔溃疡患者使用不含SLS的牙膏。

三氯生

研究发现，三氯生类似双酚A，是一种激素干扰
物，影响身体健康。此外，它还会影响藻类，干扰食
物链，破坏环境。

染料剂

让牙膏呈现彩色的染料存在多种健康危险，一
旦误吞，很可能会刺激呼吸道或消化道。因此，牙膏
还是白色的好。

调味剂

很多人喜欢薄荷清新味牙膏。但购买牙膏时，
一要关注是否添加了阿斯巴甜等调味剂，最好选择
含天然木糖醇或甜叶菊等天然甜味剂牙膏。

水合氧化硅

牙膏中含有可磨白牙齿的水合氧化硅。该物质不
会随着时间而分解，因此可能会损伤牙齿珐琅质。专
家建议，可用小苏打代替水合氧化硅牙膏，刷牙漱口。

酒精

酒精具有抗菌作用，但同时也是一种干燥剂。用
含有酒精的牙膏刷牙后，可暂时让口气清新，但是口腔
干燥会导致口腔细菌繁殖速度翻倍，更不利口腔健康。

过氧化氢

许多牙膏中会添加过氧化氢等漂白剂，从而起
到美白牙齿的作用。然而，它们会刺激软组织，损害
口腔黏膜，伤害牙龈。

牙膏的5个妙用

去污
衣领、袖口等处的汗渍不易洗净，用少许牙膏搓

洗，就能清除。衣服染上动植物油垢，挤些牙膏涂在
上面，轻擦几次，再用清水洗，油垢也能清除干净。

擦玻璃
牙膏可用来擦拭玻璃，玻璃上的积垢，用布蘸牙

膏擦拭，可擦得干净明亮。

除锈
水龙头下面、锅底的锈渍，涂上牙膏进行擦洗，

很快就能清理干净。

除腥
清洗鱼后，手上总会留下难以去除的腥味儿，先

用肥皂将手洗净，再抹上牙膏反复搓擦，用清水洗净
后腥味儿就容易去除了。

修复
银器久置不用，表面会出现一层黑色的氧化层，

只要用牙膏擦拭，即可重回光亮。
来源人民日报转自生命时报

关于牙膏的这些事,你知道吗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想拥有一口好牙，除掌握正确的

刷牙方法，选择一支适合自己的牙膏十分重要。市面上琳琅满
目的牙膏，让消费者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殊不知，一些牙膏的
成分可能潜藏着危害。

到底什么样的牙膏更好？如何使用才更安全、有效？现说
说有关选择牙膏不可不知的那些事。

转自人民日报 央视财经《是真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