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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金屬滲透方方面面 降危害學會科學選擇
不久前媒體剛剛曝光部分地區正在出
售含有重金屬鎘的有毒大米，而近日又傳
出重金屬銻混入調味品、飲料的新聞。日
前，國家質檢總局通報了從日本進口的一
批資生堂安熱沙防曬霜中，驗出有毒重金
屬鎘；從義大利進口的一批次原素舒壓凈
化面膜中，也檢出重金屬鉛超標。接二連三
的“重金屬”事件不禁使我們警覺起來，難
道這些看不見摸不到的毒物，竟和我們的
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嗎？專家表示，這些對人
體有害的重金屬其實就在我們身邊，像蛋
糕、酸奶、大米、皮蛋、海魚……這些人們餐
餐離不開的食物，也許正是鋁、鉻、鉛、汞、
鎘、砷的藏身之地。這些重金屬對人體臟器
有破壞作用，長期攝入甚至可能致癌。
不久前媒體剛剛曝光部分地區正在出
售含有重金屬鎘的有毒大米，而近日，有媒
體對超市中常見的 12 個品牌的飲品和調味
品 的 塑 膠 瓶 體 進 行 了 檢 測 後 發 現，採 用
PET 材料製成的瓶體均含有致癌物——重
金屬銻，其中不乏知名品牌產品，如可口可
樂、康師傅礦泉水、牛欄山二鍋頭等。此前
不久，國家質檢總局還通報了從日本進口
的一批資生堂安熱沙防曬霜中，驗出有毒
重金屬鎘。另據媒體透露，上海集美國際貿
易有限公司從義大利進口的一批次原素舒
壓凈化面膜中，也檢出重金屬鉛超標。
接二連三的
“重金屬”
事件不禁使我們
警覺起來，難道這些看不見摸不到的毒物，
竟離我們如此之近，甚至和日常生活也息
息相關嗎？日前，北京朝陽醫院職業病與中
毒醫學科主任醫師郝鳳桐和中國農業大學
食品學院副教授朱毅在接受採訪時表示，
這些對人體有害的重金屬其實就在我們身
邊，像蛋糕、酸奶、大米、皮蛋、海魚……這
些人們餐餐離不開的食物，也許正是鋁、
鉻、鉛、汞、鎘、砷的藏身之地。這些重金屬
對人體臟器有破壞作用，長期攝入甚至可
能致癌。
膨化食品、蛋糕：孩子們的最愛，藏鋁
也最多
我國四成兒童鋁攝入量超標。中國工
程院院士陳君石曾透露，通過近幾年全國
食品污染物監測網的數據和對加工食品中
鋁含量的專項監測，11 類食品 6000 多份的
監測數據顯示，我國四成兒童鋁攝入量超
標。中國農業大學食品學院副教授朱毅分
析認為，這可能與兒童過多地食用膨化食
品和蛋糕有關。因為硫酸鉀鋁和碳酸氫鈉
相互反應生成二氧化碳，最多地用於膨化
食品，會使食品變得蓬鬆，吃起來口感很
好，而某些蛋糕中鋁的含量有可能還會超
過油條。
專家說，其實從嚴格意義上來講鋁並
不是重金屬，它是我們生活中經常會接觸
到的一種金屬元素。我們日常生活中會用
到鋁盆、鋁鍋，食品中會遇到明礬。明礬除
了作為膨松劑，另外一個重要用途就是用
於水的凈化。朱毅說，我們生活中常接觸到
的如錫箔紙、易拉罐的材質也是鋁，此外，
還有家裏用的不粘鍋，表面的涂層被破壞
後，下面也是鋁。
應儘量避免食用含鋁的高風險食品。
專家介紹，食物來源的鋁，主要存在於面製

品，包括膨化食品中，最大的罪魁禍首就是
含鋁的蓬鬆劑制出來的油條。國家規定油
條中鋁的殘留量不應該超過 100 毫克每千
克，而我們人體每公斤體重攝入鋁不應超
過每天 1 毫克。以一根油條 80 克來計算，一
天吃十根八根才能超標，但是日積月累長
期吃下去，就會造成損害。
專家還提醒大家，家裏用的電飯鍋一
旦發現內膽出現一些白點，就一定要更新
換代。炒菜的不粘鍋也是一樣，一定要很好
地保護涂層，一旦涂層破了，鋁就會暴露出
來。易拉罐裝的飲料也要少喝，易拉罐的涂
層有時候不均勻，易拉罐的飲料中含鋁量
會比其他包裝材料的飲料高出 3~6 倍。有些
國家為了避免過量鋁的攝入，已經禁止易
拉罐的生產。
鋁過量易致老年癡呆，會對少兒骨骼
發育造成影響。通過多年的科普宣傳，鋁對
人體的危害在人群中可謂知曉率最高。據
朱毅介紹，老年癡呆症患者，腦組織中的鋁
含量比正常人高 4 倍到 30 倍。世界衛生組
織在 1988 年開始把鋁就作為一種污染物來
進行管理。鋁還會影響人體內的鈣磷代謝，
會對少年兒童的骨骼發育造成一定的影
響。
專家介紹說，鋁雖然在我們生活的環
境中分佈廣泛，但不必為此驚慌，因為鋁的
吸收率並不很高，蓄積也不是很多，進入消
化道的鋁 90%可以從消化道排出，真正進入
血液當中的鋁是非常少的。但值得注意的
是，兒童吸收得會更多一些，因此成人要對
兒童接觸的食品做出嚴格選擇。
爆米花、松花蛋：無鉛只是一個傳說
鉛不僅能通過呼吸道吸收，也能夠通
過消化道吸收。在重金屬污染中，鉛是大家
最應該關注的。郝鳳桐說，鉛的暴露首先是
一個普遍的環境問題，沒有人能倖免。專家
說，從呼吸道進入的鉛，是我們吸收率最高
的，是鉛暴露的最不好的途徑。鉛在一米及
一米以下的空氣濃度比成人所能呼吸到的
空氣濃度高出 16 倍，因此大氣裏的鉛塵對
孩子們的危害是最大的。鉛不僅能通過呼
吸道吸收，也能夠通過消化道吸收。孩子所
處的環境、接觸到的用品，使用的玩具都可
能是被鉛污染的，特別是兒童使用的不合
格食具中含鉛，就會直接危害孩子健康。
爆米花、皮蛋、茶葉等都含鉛。在吃的
食物中，像爆米花、皮蛋、茶葉，裏面都含一
定量的鉛，包括現在市場上經常出售的無
鉛皮蛋。專家說，皮蛋無鉛只是個傳說，只
是較傳統皮蛋而言含鉛少了些。朱毅說，皮
蛋是中國人很喜歡吃的食物，雖然被外國
人評為最不可接受，但還是我們割捨不下
的美食。偶爾吃一點沒關係，但不要長期、
大量地吃。
我們都知道街邊那種手搖機爆出的爆
米花中含有大量的鉛，超市裏買的微波爆
米花中是否也存在風險呢？朱毅說，微波爆
米花的風險主要來自鋁箔紙，米花中的鉛
含量要比傳統的低很多，通常是比較安全
的。但有一點特別要注意，就是不要把沙拉
醬、檸檬汁澆在鋁箔紙裏面去烤，鋁箔紙中
主要是鋁和鉛，遇到像檸檬汁這樣的物質，
金屬會大量釋放出來。如果一定要塗抹這

些調料進行燒烤，可以用玉米外面的皮或
用芭蕉葉來包裹。
像茶葉這種植物類食品，裏面所含的
重金屬是與其生長環境密切相關的。朱毅
說，現在一些茶葉中不僅僅含有鉛，還會含
有像鉻等其他一些物質，種植地的土壤和
大氣層中有什麼重金屬，都有可能出現在
茶葉中。
任何水準的含鉛量都對人體有害。研
究表明，鉛含量沒有安全線，即任何水準的
含鉛量都對人體有害，不斷攝入的鉛在體
內日積月累，不會分解。
鉛對人體的危害可以涉及神經、血液、
還有生殖幾個方面。郝鳳桐說：在有鉛環境
下長期暴露的人會變得癡呆，發育很滯後，
在頭部 CT 檢查中會發現鉛中毒的人腦萎
縮很厲害，和他的生理年齡完全不匹配；鉛
中毒到一定程度會出現貧血；鉛對肝臟、腎
臟都產生影響。另外其生殖毒性的體現也
日益突出，血鉛暴露水準高的男性，精子數
量會下降。
不要盲目相信排鉛藥物的廣告宣傳。
朱毅特別提醒說，很多人相信排鉛藥物的
宣傳，不經過專業醫生的指導就擅自服用
某些藥物排鉛，其結果看上去血鉛降低了，
實際上把它轉移到骨頭裏面去了，骨骼的
鉛又增加了，弄不好還可能對身體造成進
一步的損害。因此，不要輕易去相信這些排
鉛藥物的廣告宣傳。
大米、蟹肉、海魚、米醋：美味中也暗藏
毒素
米的好壞和環境相關。現在毒大米事
件早已讓人們心存疑慮：重金屬鎘是怎麼
跑到大米當中去的？朱毅說：用了含鎘的廢
水澆灌土壤，還有大氣層中的鎘，被水稻吸
收了，米裏面就會含有這種金屬。因此米的
好壞和環境相關。在我國，南方的米主要是
鄉鎮小企業生產的，鎘米比例相對高一些，
在我國東北原來的老工業區，曾經也有鎘
的污灌區，但是現在那裏工業沒有那麼發
達了，米卻相對安全了很多。其實鎘含量超
標的問題不僅僅存在於大米，很多動物的
腎臟、螃蟹腿裏面的肉，鎘含量都是很高
的。
鎘中毒會損害腎臟，易致骨質疏鬆、慢
阻肺或老慢支。重金屬鎘，能夠對呼吸道產
生刺激，容易造成鎘中毒，這種物質被人體
吸收後，積存于肝或腎臟，對諸多內臟器官
造成危害，尤以對腎臟損害最為明顯。鎘的
過量攝入會導致人體鈣磷大量丟失，人骨
骼產生明顯的骨質疏鬆。如果鎘通過呼吸
道吸進去，可以增加呼吸道系統的疾病，包
括北方地區的阻塞性肺部疾病和慢性支氣
管炎。
買米要經常變換品牌和產地。專家建
議，消費者買米不要只買一個品牌，也不要
只買一個產地的米，要經常變換品牌和產
地，這是一個比較好的規避風險的方法。如
果你這一段時間吃螃蟹較多，就要有意識
多吃一些蔬菜，因為蔬菜中的鎘含量較低；
還要儘量少吃動物內臟，這樣才能保證自
己體內的鎘含量控制在安全的水準。
金槍魚、鯊魚等大魚體內含汞量很高。
汞是大家熟知的有毒金屬，但由於全球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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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的日益加重，這種有毒物質正逐漸滲透
到我們的餐桌。根據目前的相關研究，已確
切地表明像金槍魚、鯊魚這類大魚體內含
汞量很高，人食用這些魚類有可能引起汞
中毒。朱毅解釋說，汞在食物中的出現跟環
境污染有關係，是生物富集效應。海水中汞
的濃度很低，但經過吃水草的蝦，再通過小
魚、大魚，再到吃大魚的超大型魚像鯊魚、
金槍魚，那些站在食物鏈高端的生物，它們
體內的汞可以高出上萬倍。隨著生物累積
效應，站在食物鏈最高端的人，所吃下去的
汞就會很多。
汞與我們密切相關的另一點體現在生
活的方方面面，如家中自備的臺式水溫計、
體溫計、血壓計，節能燈中的熒光劑，女性
增白祛斑的美容化粧品等。這些都對我們
所處的環境起著潛移默化的影響。
據專家介紹，有機汞主要打擊人的神
經系統，使人動作很遲緩，走路平衡狀態失
常，視野變狹小，手指末端對溫痛感覺出現
異常。汞鹽，包括氯化汞、氯化亞汞，對身體
神經系統影響比較輕微，而重點打擊的是
我們的腎臟。
水產品每週最多吃兩到三次，每次不
超半斤。要避免體內蓄積太多的汞，最重要
的是吃的總量不要太大。據專家介紹，水產
品一星期最多吃兩到三次，每一次都不能
超過半斤。美國 FDA 所推薦的值更為嚴格，
其中建議婦女、兒童要少吃或不吃金槍魚、
鯊魚。
朱毅說，植物裏面的汞就相對少一些；
要吃魚的話，吃小比吃大更安全。比如小黃
花魚體內所含的汞就比大黃花魚少一些，
大體積的動物裏面污染物含量會更高，像
鯊魚的魚翅，實際上也是存在安全風險的。
工業明膠才會鉻超標，其他增稠劑不
含鉻。對於另外一種
“明星”
重金屬鉻，以前
人們知道的並不多，直至去年在食品當中
被查出使用工業明膠，鉻才成為關注的焦
點。從老酸奶到毒膠囊，都成為了鉻的重災
區。專家說，為了使得食品的組織狀態更加
穩定，明膠這種增稠劑是經常被用到的，這
種膠類本身對人身體沒有什麼壞處，都是
從動植物中提取的，但如果使用的是工業
明膠而非食用級的可能就有一定風險。
朱毅解釋說，在皮革生產過程中，會殘
留一部分鉻離子。皮革經過脫鉻處理後，將
皮革蛋白用於飼料當中，這是世界通行的
做法。但是脫鉻成本很高，商家為了降低成
本，不願意脫鉻。因此，鉻離子就變成了工
業明膠的一個標識物。對食品的檢測中如
果鉻離子超標，那麼所使用的就是工業明
膠。而其他的增稠劑就不會存在含鉻的風
險。
鉻對人體產生的危害主要體現在六價
鉻，它使人容易出現變態反應性疾病，比如
加重哮喘、濕疹皮炎長期不愈。長期接觸六
價鉻和鉻酸鹽可以導致癌症的發生。
塑膠包裝含致癌物銻，9 大品牌食品全
中招
日前，英國化學研究人員威廉·肖迪克
表示，塑膠瓶可能會陸續向瓶中的水溶解
重金屬元素銻，這種元素積聚在體內可能
危害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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