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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皮”口罩 轻松卸去PM2.5六成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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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皮”口罩深藏不露
实为抵挡 PM2.5 高手

在W3馆的一个展位，记者看到
了一款“ 肤色”与众不同的口罩。跟
一般民用口罩或皙白或可爱的“ 皮
肤”不同的是，这款口罩的“ 肤色”
居然是黑的。展台的负责人告诉记
者，这是一款用来防PM2.5的专用口
罩。“ 皮肤发黑”是因为加入了活性
炭的成分，能够更好地防尘防病菌。

展台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说，区
别于普通市场上棉质、聚酯纤维或
涤纶材质的民用口罩，这款防PM2.5
口罩是由环保无纺布、活性炭和过
滤纸组成，能够更有效地防尘，防病
菌，甚至防微毒元素。“ 一般的民用
口罩对PM2.5的防护效果非常有限，

即使是纯棉的口罩，对PM2.5的捕集
率只在10%左右，也就是说，只能挡
住10%的PM2.5。但是我们这款加入
活性炭的防PM2.5口罩，可以挡住
60%的PM2.5。”

展商表示，由于这款产品防尘
功效好，还改善了戴棉纱口罩时的
闷热感，目前在欧美十分畅销。“ 我
们的口罩还可以循环利用，用旧收
集以后，可以回收加工成塑料，也可
以直接降解挥发，非常地环保。”

竹炭坐垫除臭佳
过期还能再种花

“ 这个除臭坐垫不但可以用于
净化车内空气，也能作为家居用品。
用旧了之后，还可以用来种些花花
草草。”在一家汽车产品的展位上，

一款功效奇特的坐垫吸引了记者的
注意。展台的负责人李金明将一包
车垫填充物的样品拿到记者面前，
与普通柔软的坐垫不同，记者手上
的这包填充物摸起来较硬，还会发
出沙沙响声。李金明向记者揭开了
填充物的庐山真面目，原来是一盆
黝黑的竹炭。“ 这个车垫填充物的原
料是深山老竹，经过千度高温干馏
精制而成，具有极强的除臭抗菌作
用，可以吸附分解异味，还可以调
湿。”李金明告诉记者，竹炭坐垫不
仅限于车用，更可以家用，空气中的
甲醛、苯、氨气、TVOC等有害气体
都可以被一一吸附，保持空气清新，
消除疲劳感觉。

“ 这个竹炭坐垫可以用多久？”
李金明表示，竹炭坐垫的除臭功效

能够持续两年，而且价格也不贵，一
张1米多的坐垫价格只要30元，性价
比非常高。“ 有效期过了也不代表完
全就没用了，还可以用来种花。”李
先生解释说，竹炭成分能够很好地
平衡植物土壤中的酸碱度，是培植
的天然好帮手。“ 到时候，只要把竹
炭取出来，直接混入土壤中，就可以
继续利用了。”

在另一处展台，记者还看到了
同样加入竹炭纤维的家居用品，五
颜六色的碗、碟、勺、叉，像彩虹一样
叠加展示着。展台的一名工作人员
向记者介绍说，跟市场上流行的密
胺材质仿瓷餐具相比，竹炭碗碟更
耐摔，而且更环保。“ 这一材质的碗
碟都是可降解的，非常适合崇尚绿
色环保的家庭使用。”

“ 肤色”独树一帜、功效力压群
芳的“ 发黑”PM2.5防护口罩，除完
臭、吸完毒气还能用来种花的神奇
坐垫⋯⋯昨天，第22届华交会在上
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记者走访
发现，常见的生活用品被赋予新技
术和新创意后焕然一新，升级为健
康环保生活的得力帮手，受到了国
内外买家的青睐。

本报记者 陈诗松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随着养
生类节目大热，养生书籍走俏，养生
再度成为市民关注的话题。但对于

“ 什么是健康产业”、“ 什么是优质
的保健品”、“ 如何选择消费保健
品”等公众仍存在许多误读。由中国
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商务部外贸
发展局、上海外经贸商务展览有限公
司共同主办的中国国际健康产品展
览会（ 简称健康展）将于3月22! 24
日在上海国际展览中心举办，届时将
纠正大众对于诸多问题理解的误区，
传递正确养生保健理念，推广介绍真
正优质的保健产品，培养消费者正
确的保健品消费观念。

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健康展
集中展示优质产品、品牌产品，顺应
参观商和消费者对于品质产品的诉
求。到目前为止，已有同仁堂、广药
集团、天津天士力、东北制药、江苏
江山、东阿阿胶、达仁堂、神威药业
等众多国内领军企业报名参展，届
时将展出各自具有国际竞争力、享
誉海内外的优质产品。

在本届健康展上，观众还将看
到来自各国的营养保健食品、天然
药物、家庭康复及护理用品、美容化
妆品、养生疗法等。现场将介绍西方
养生文化，观众还可参加各类养生
讲座，体验最前沿的养生产品。

《 青年社交》
帮盲童“ 看”戏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朱骥 3月1日
晚，一批来自上海市盲童学校的“ 特
殊”观众出现在由焦晃等艺术名家领
衔的话剧《 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
演出现场。虽然他们没办法亲眼“ 看”
到舞台上的演出，却以自己的方式感
受到了莎翁名剧所带来的戏剧魅力。
虽然《 安东尼》早已一票难求，但是在

《 青年社交》杂志的帮助下，这段“ 盲
童看戏”的剧场佳话得以上演。

“ 盲童是用‘ 心’来看戏的。”成
立于2002年的上海市盲童学校“ 感觉
剧社”带队老师涂传发告诉记者，“ 能
现场观摩焦晃这样老艺术家的表演，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可《 安东尼》演
出火爆一票难求。“ 正好我有个朋友
参加过《 青年社交》主办的‘ 莎翁名
剧夜’，她说这个活动这么火，一定能
帮我买到票！”得知盲童学校的需求
后，《 青年社交》立刻同《 安东尼》剧
组取得联系，终于让“ 感觉剧社”及
时买到了票。

据了解，涂老师所带队的“ 感觉
剧社”目前共有26位成员，全部由市
盲校学生组成，年龄由小学到高中不
等，共跨越8个年级，剧社的原创话剧

《 生命之光》不仅在世博期间参与了
由市教委组织的专场演出，还多次获
得过各种奖项。涂老师还对市盲校徐
洪妹校长的支持心怀感激：“ 演出票
真的不算便宜，多亏徐校长特批了一
笔款项，剧社的同学们才得偿夙愿。”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随着吃
货族的猛增，觅美食已成为上海小
白领休息之余最大的爱好之一。但
现在面临的情况是，白领们要么营
养过剩，要么盲目减肥，营养缺乏。
日前，为期三天的中国烹饪协会
在上海举办了全国餐饮企业营养
健康高级研修班，在上海市餐饮
烹 饪 行 业 协 会 的 参 与 组 织 下 ，吸
引了70余家知名餐饮企业的管理
者参加培训。不少与会大厨表示，
今后将在营养上下功夫。不仅要让

消费者吃得美味，更
要吃得营养。

“ 现在很多人存
在 营 养 搭 配 上 的 误
区，好比香菇和芦笋
是高嘌呤食物，大家
都知道高嘌呤可能会

引发痛风⋯⋯”在研修班上，听闻国
家营养健康专家、著名烹饪大师如
是说，坐下的大厨们都面面相觑。

“ 那么老师，这两样东西都是好东西
啊，怎么吃才算营养呢？”当老师支
招说，只要将芦笋和香菇在水里涮
一下，就OK了。学员们都觉得不可
思议。

“ 知道人吃什么最好吗？”PPT
上出现了一只鸡蛋和一只小鸡，之
后又出现了一头小牛。大家笑了。标
准答案是，“ 人必须杂食，力戒偏
食，没有一种食物是能涵盖所有营
养的。”

听完一堂营养课，上海老饭店
的高级厨师秦卓男觉得受益匪浅，

“ 回去之后，打算通过内部推广平
台，普及学到的营养知识，有必要的
话，建议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前提下
改良一下菜单。”

“ 要知道，毛病是一点点吃出来
的。”烹饪界资深人士、此次研修班

的学员王志云表示，最早的时候吃
是为了生存，后来吃是为了追求美
味，现在吃是要追求健康。现在的一
些年轻人有的盲目减肥，不吃饭导
致营养不良，有的则四处下馆子，营
养过剩。对于厨师来说，厨艺的最高
境界是在营养健康的前提下做到色
香味俱全。

记者看到，此次培训的内容非
常丰富，既有现代餐饮健康基础理
论和国内、国际饮食健康安全趋势
介绍，也有对国家行业标准《 餐饮
业营养配餐技术要求》要素及实施
方法的解读，还有对如何构建中国
餐饮企业的营养健康管理体系的
深入探讨，其中包括企业内部人员
营养健康知识的普及、营养菜品的
研发、烹饪加工工艺的改进、菜品
营养成分的标志、消费者合理配餐
的引导、公众营养健康教育的开展
等系列内容。

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会
长、中国烹饪协会高级顾问沈思明
认为，通过研修班学习，可以让大厨
们和餐饮管理者将学到的理论和经
验带回去，经过实践活动，提高每个
餐饮企业营养健康管理水平，争取
创建成为“ 全国营养健康餐饮示范
单位”。

本报讯 记者 罗丹妮 眼见房贷
基本还清，大众出租市西公司驾驶员
陈建明又琢磨着贫困生助学计划：资
助本市11岁的贫困生淑婷至大学毕
业。至此，他资助的贫困孩子已达4名。

“ 只要我多辛苦点，这些贫困孩子就
有书念啦。”陈师傅说，尽管自家经济
不富裕，可他由衷地希望贫困家庭的
孩子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有书读。

据陈师傅回忆，早在14年前，他
在媒体发现了由上海希望工程办公
室刊登的一条资助贫困学生的信息，
他向下岗在家的妻子表示希望给贫
困孩子一些帮助并获得了妻子的支
持，当时家里全靠陈师傅一人开出租
车来维持生计，而自己的孩子也只有
6个月大。可陈师傅夫妇拿出了当时
还算数目不菲的400元现金资助湖北
一名土家族小学生至小学毕业，后又
于1999年、2001年接连资助了袁俊和
陈文龙两名品学兼优的小学生。

今年2月上旬的一个傍晚，陈师
傅送客路经奉贤南亭公路时，发现一
位小女孩手提着中药袋在寒风中行
走。动了恻隐之心的他免费送了女孩
一程，才了解到，孩子是帮助身患糖尿
病的爷爷到镇上去配药的，她父亲下
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平时靠辞掉工
作的母亲来照料。面对每月昂贵的医
药费支出，全家人显得很无力。但年仅
11岁的小淑婷却非常懂事，在完成学
业的同时，经常帮助妈妈料理家务，成
绩始终名列前茅。思量着家里的房贷
基本还清，陈师傅决定资助小淑婷上
学。经相关部门牵线搭桥，陈师傅坦然
承诺称，“ 只要他活在世上一天，一定
会资助到小女孩大学毕业的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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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健康展将至
中西养生“ 大斗法”

》都市脉动

大众“ 的哥”14年
资助4名孩子求学

70余家餐饮企业扎堆营养研修班

营养知识难倒众名厨

展商展示加入活性炭的防PM2.5口罩。 本报记者 贺佳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