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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主妇的厨房半日
2022年4月10日中午，在非洲呆

了十年的表弟突然回国，带着几个
朋友拜访家住闸北彭浦新村的郝太
太。客人来得措手不及，郝太太无法
去超市购买更为丰富的菜肴，但她
的厨房麻雀虽小但“ 五脏俱全”，厨
具原料齐备，她依然让表弟与其朋
友酣饮饱食了一顿———泡发几个干
香菇，从无土栽培的墙壁上取了几
棵长势旺盛、绿油油的小青菜；再从
零排放的冰箱中取出牛肉，准备做
几份牛肉面，配上同样来自厨房墙
壁上栽种的香葱香菜；还打算烤一
个芝士蛋糕，作为他们的饭后甜点。

菜谱备好，发现盛面的器皿不
够。没关系，取出久置备用的大碗，
按一下电解水龙头的碱性按钮，去
污水非常给力地把它们冲刷干净
了，又按一下旁边的酸性按钮，消毒
水把它们过了一遍，这样，盘子完全
洁净了。厨房墙壁种菜已让表弟大
长见识，看见这水龙头，他的眼睛瞪
得更大了，惊叹地说，“ 可消毒去污，
姐姐这水龙头真是神奇啊。”郝太太
得意地扬了扬眉，说：“ 好处不光如
此，酸性水与碱性水中和，流入地下
管道的水还不污染环境呢。”

酒足饭饱之后，郝太太开始清
理厨房，表弟则如同观摩电影般研
究着厨房内的一切：制作蛋糕后黏
着蛋液的不锈钢器皿无需水泡，直
接扔进科粒洁系统，通过特殊颗粒
与水的冲撞作用，竟能将它们冲刷
干净，所用原理是海水可将海滩上
的沙冲刷干净；鸡蛋壳、剩余的汤
汁、菜根等垃圾倒入一个长方体的
不锈钢装置中，居然能在24小时中
转化成肥料，且不会产生任何臭
味，形成的沼气还可化成能源继续
循环利用⋯⋯这不是一个梦，类似
的未来厨房昨天已于上海展览中
心举办的第21届上海酒店用品博
览会上演。据悉，目前这些高科技
厨房设备即便在国际上都只有五
六星级等高等级酒店才运用，许多
东西中国甚至都还未引进，可是再
过个十年，随着科技经济与时代的
发展，上海普通的老百姓家或许也
会购买相关设备，打造家庭式的低
碳环保节能厨房。

专家介绍未来厨房如何低碳节能
据悉，“ 21世纪未来厨房”是由

国际膳食顾问协会FCSI举办，旨在
通过现场搭建的开放式的厨房样
板，为大家介绍未来厨房如何通过

科技、产品，实现低碳节能的理念。
据协会亚太区会长、专业营养顾问
毕李明介绍，未来的厨房主要是通
过硬件改造，如利用太阳能与厨房
炉具产生的热量等打造天然暖棚，
在厨房内种植一些通过无土栽培的
蔬菜，不会浪费资源土地；电解水
是通过水加盐通电，变成碱性水与
酸性水，达到相应的去污等效果；
使用科粒洁系统，可以降低大量的
水消耗、器皿清洁工时与能源消
耗；冷藏设备也将实现碳零排放；
废弃物也可通过特殊系统化成沼气
能源。

记者另从本届上海酒店用品博
览会获悉，今年的酒店用品博览会
汇聚了来自意大利、西班牙、美国、
德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展团，以
及超过了1000家的行业领军品牌和
企业。与往年不同，今年上海的酒店
携手建材卫浴、装饰设计、食品饮
料、照明、清洁、商场用品、酒店家具
等7大主题展览会及某品牌国际家
具村，构建成全球首屈一指的酒店
装饰设备配套产品专业性系列博览
会。举办的绝大部分的活动也是顺
应潮流，用实际行动体现可持续发
展的理念等。

本报讯 记者 罗丹妮 为了抢占
赴台个人游市场，携程旅游近日宣
布，与台湾在线旅行社易游网合作，
面向大陆游客独家推出“ 台湾高铁
周游券”等台湾铁路票券预订服务。
至此，市民游客可通过携程网，预订
欧洲铁路票、日本JR周游券、韩国铁
路券、台湾高铁周游券的订票服务。

在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第二批
试点城市公布之际，携程旅游与台
湾易游网战略合作，全面上线台湾
高铁周游券等票券、“ 环岛之星”顶

级观光火车、台北捷运券等台湾交
通票务。此次专门针对大陆旅游者
推出的高铁周游券，分为3日券和5
日券两种，成人票价525元起，可以
在两种有效期内不限次数、不限区
间任意搭乘台湾高铁，一般可以为
游客节省30%到50%的费用。预订后
游客可以携带相关证件到高铁车站
售票窗口兑换使用。此外还可以预
订台北捷运1日通券、台湾最豪华观
光列车“ 环岛之星”。

目前，欧洲、日本、韩国、我国台

湾地区四大出境目的地的铁路票
券，都可以通过网上预订。携程旅游
业务部副总经理何勇表示，中国出
境游发展迅猛，且游客越来越青睐
自由行的方式，对目的地服务项目
的需求很大。境外火车票务是一个
新兴的市场，携程是目前唯一可以
正规提供多个境外目的地火车票务
的服务商，还把火车票预订与目的
地交通接驳、门票、观光游等当地游
产品结合，为中国旅游者提供全面
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本报讯 记者 丁元元 从“ 世纪
光棍节”降生至今，上海动物园的黑
猩猩“ 伊伊”已经长大到5个多月，体
重超过了4500克。在猩猩馆的玻璃房
外头，一个孩子在家长的陪伴下，静
静地看着伊伊，许久许久。谁让她

“ 萌”翻了呢———差不多就一个气球
的大小，一身黑色的绒毛，仅手掌、脚
掌上露出深色皮肤，黑色的耳朵格外
精致，趴在垫子上睡得昏天黑地，只
是偶尔忽闪起那对迷人的大眼睛，还
跟人吐舌头⋯⋯

野生动物的人工哺育是一个难
题。伊伊的健康成长，得益于饲养员
精心的专业呵护。而随着经验越来越
丰富，动物园也想方设法让有能力的
动物自己生、自己养、自己带，自然繁
殖的小动物也是越来越高。

生与死
“ 光棍节”出生的双胞胎成独苗

黑猩猩伊伊出生在2011年11月
11日，这一天是传说中的“ 世界光棍
节”。伊伊的父母是“ 翔”和“ 讷讷”
是上海动物园2000年从日本引进的。

“ 80后”的父亲和“ 90后”的母亲结
合之后，竟然产下了一对双胞胎。

因为在基因上有99%左右的一
致，黑猩猩和人在很多方面相似，比
如它们每胎也只产一仔，双胞胎非常
罕见。面对自己的两个孩子，“ 讷讷”
显得束手无策，抱起了老大，老二被
放在了地上；抱起了老二，又只能把
老大放在地上；有时候累了，索性把
两个都放在了地上。

饲养员朱迎娣说：“ 讷讷的分娩
有些突然，我们发现时，两个孩子已
经生好了。”经过一上午的观察，工
作人员发现两头幼仔也非常虚弱，几
乎听不到任何叫声。就和人类生孩子
一样，双胞胎往往会出现不足月的情
况。一般黑猩猩的怀孕周期是7.5-8
个月，而讷讷怀孕不到7个月，一对姐
妹花便降生了。一般刚出生的黑猩猩
体重应该在1500克左右，而这对双胞
胎都未满1000克———先天不足是显
而易见的。所以就算是幼仔的嘴靠近
了妈妈，她们也没有力气吸吮。

经过一个上午的观察，饲养员当
机立断———将这对双胞胎姐妹花取出
进行人工哺育。他们设法将小黑猩猩
的父母驱赶到另一个房间，进行隔离

之后，抱出了这两个可爱的小生命。在
猩猩馆工作了6年的朱迎娣成为了两
只幼小黑猩猩白班的“ 奶妈”。

第一次过磅，伊伊的体重是999
克，另一只则是980余克。“ 我们也没
法判断究竟是谁先来到这个世界的，
只能按照体重来‘ 判定’，伊伊就这
样幸运地成了姐姐。”

遗憾的是，伊伊作为姐姐的身
份，只维持了短短一个多月。她的妹
妹开始出现食欲下降等异常情况，虽
然工作人员竭尽全力，最终还是回天
乏术。“ 姐妹花”凋零了一朵。

衣与住
抄尿布，住空调房，最爱会周公

要说小伊伊的家，主要就是一个
我们俗称为“ 暖房”的东西———也就
是医院里早产孩子都要入住的“ 育
婴箱”。

小伊伊身上抄着一块尿布。育婴
箱底部垫着一条厚厚的大毯子，上面
又垫着一条更柔软的小毯子。可爱的
小伊伊，最爱懒洋洋地趴在一个小垫
子上，晒一点虽是微弱却也暖融融的
阳光。和婴儿一样，她每隔几个小时
会醒一次，再吃点东西，或者翻个身，
改换个睡姿，转90! 方向、仰躺，但是
她就是那么慵懒，有时即便是尿湿
了，饲养员要给她换尿布，她都不愿
动一动。

随着小伊伊的健康成长，环境温
度也可以逐步降下来。随着身体越来
越强壮，哪怕外边冷了点，小伊伊仍
然可以生活得很惬意。

食与行
吃得营养丰富，玩得高兴体温会升

婴儿吃牛奶要用奶瓶，小黑猩猩
吃饭的工具就更多了。朱迎娣介绍
说：“ 刚出生时是用针筒接一个橡皮
管‘ 注射’，后来用奶瓶，奶嘴也不断
换大。”

都说“ 母乳喂养”好，离开了妈
妈的哺育，小伊伊吃什么呢？朱迎娣
说，伊伊刚出生的时候，每天要吃8顿
饭，但每顿吃得量很少，内容也只有

“ 牛奶+酸奶”。随着伊伊的长大，她现
在每天的餐数已经减少到了5次，但吃
的内容已经大为增加，除了牛奶、酸奶
外，还有奶粉、米粉、小施尔康、钙粉等
诸多成分，营养不可谓不丰盛。

》都市脉动

快半岁的黑猩猩
“ 伊伊”萌翻了

台湾高铁火车票可以在大陆预订了

厨房炉具燃烧产生的热量，滋养着墙壁上绿油油的蔬菜；需洗搁置已久的盘子，按一下电解水龙
头的碱性按钮，去污水出来把它冲净了，再按一下酸性按钮，消毒水又把它冲了一遍，酸性水与碱性
水中和，流入地下管道的水不污染环境；要洗更多的餐具，几乎不需用化学洗涤品，有科粒洁系统帮
忙，能把黏在锅盆上的污物冲刷干净；餐饮废弃物也不用倒掉，有特殊装置让它在24小时内化成沼气
能源⋯⋯如此低碳节能的厨房绝非幻想，它昨天实实在在地出现在了第21届上海酒店用品博览会上。
21世纪的未来厨房，或离市民越来越近。

本报记者 罗丹妮

未来厨房生活是低碳环保的。 本报记者 马骏 摄

再过几个月，上海动物园将增加
几只小兽———食肉动物豺、金钱豹等
已经有了身孕，食肉队主管夏菊兴
说，目前最好的准备其实就是“ 顺其
自然”。“ 大型动物怀孕，普通人很难
用肉眼看出来，只有饲养员可以从一
些细节上发现。”

“ 此外，有些食肉动物的习性是
在山洞里生产，所以我们就准备一个单
独的房间，铺上干草，并且尽量减少人
为的干涉，避免它们产生不安感。”夏
菊兴介绍说：“ 猫科动物的怀孕周期是

3个月左右，犬科动物是2个月左右。一
般母兽分娩之后，我们会进行观察，如
果24小时内，母兽还是没表现出做妈妈
的能力，我们会再设法把幼兽拿出来，
进行人工哺育。”即便是大型的食肉
动物，刚降生的时候，体重也不大，比
如老虎就只有1.8-2.4公斤，所以人工
哺育的幼兽，初生时也是落户在“ 早
产育婴箱”里。夏菊兴说：“ 以前乳制
品只有牛奶，未必适合食肉动物，现在
国外出了猫奶粉和犬奶粉，猫科动物
和犬科动物吃起来就更习惯了。”

》小兽的喂养

先观察24小时母兽会不会当妈妈
猫科动物喝猫奶，犬科动物喝犬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