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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一：新鲜香椿中的亚硝
酸盐含量

实验人员分别从菜场、 超市等渠
道购买了8批次新鲜香椿， 采用GB�
5009.33-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中亚硝酸盐与硝酸盐的测定》 中规
定的分光光度法， 测定其中的亚硝酸
盐含量。

实验结果显示，不同产地和品种的
香椿，亚硝酸盐含量各有不同，且差异
较大（见上图一）。按照GB� 2760-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
标准》， 亚硝酸盐一般只允许添加到肉
类产品中，其中亚硝酸盐残留量允许值
最高的是西式火腿和肉罐头，残留量分
别不得超过70mg/kg、50mg/kg，其他
几类食物中亚硝酸盐的残留量均不得
超过30mg/kg。

对非有意添加或自然生成的亚硝
酸盐，GB� 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规定酱腌菜
的限量为20mg/kg。 香椿天然含有较
高数值的亚硝酸盐，那它还能吃吗？ 宁
波市质检院又进行了以下实验。

实验二： 香椿烹饪后的亚硝
酸盐含量

日常生活中，香椿的吃法通常有这
几种：焯水后炒蛋、腌制，或者凉拌直接
食用等。 因此，实验人员对市场上购买
的香椿，分别采用洗净焯水、油炒、直接
凉拌、腌制等4种方式进行处理，检测
烹调方式对亚硝酸盐含量的影响。 另
外，考虑到囤菜的情况，实验人员也检
测了冰箱冷藏期间香椿中亚硝酸盐含
量的变化。

1. 焯水处理 ： 分别焯水 30s、
60s、120s、180s后，测定其中亚硝酸
盐含量。

实验结果显示，焯水处理能够去
除香椿中绝大多数的亚硝酸盐，具体

效果和焯水时间有关， 焯水时间越
长，去除效果越好。焯水时间达2分钟
时，基本能够去除90%以上的亚硝酸
盐。 焯水3分钟虽然能够去除更多的
亚硝酸盐，但在色泽、口感等方面会
有所欠缺。

2.直接油炒处理：把市场上购买的
香椿洗净后切段， 模拟香椿炒蛋的工
序，加入适量食盐，用食用油炒制后，测
定其中亚硝酸盐含量。

3.直接凉拌处理：把市场上购买
的香椿洗净后切段， 放入适量食盐拌
匀，放置15分钟后测定其中亚硝酸盐
的含量。

4.直接腌制处理：把市场上购买的
香椿洗净晾干后，加入适量食盐进行揉
搓，使盐完全渗入到香椿内，将处理好
的香椿放入干净的密封罐里进行腌制，
放置1天、3天、5天、7天后分别测定其
中亚硝酸盐的含量。

以上三项实验结果显示，不焯水直
接进行油炒、凉拌或者腌制处理，虽然
其中的亚硝酸盐含量有一定程度降低，
但依旧处于较高水平，食用时存在一定
的食品安全风险。

5.直接冷藏处理：在家用冰箱中冷
藏1天、2天、3天、5天、7天后测定其中
亚硝酸盐含量。

实验结果显示，香椿在冰箱冷藏过
程中， 亚硝酸盐含量变化相对比较平
缓，储存2到3天后增加到峰值，后呈缓
慢下降的趋势。虽然久置香椿中的亚硝
酸盐含量下降，但在新鲜度、营养成分
等方面会有所欠缺（见上图二）。

综上所述，香椿天然含有较高数值
的亚硝酸盐，直接食用存在一定的食品
安全风险。 但在日常食用过程中，可以
通过焯水去除其中绝大部分的亚硝酸
盐。 并且，无论是选择香椿炒蛋还是香
椿拌豆腐，抑或是腌制后食用，都建议
先进行焯水处理。焯水时间一般控制在
2分钟左右，即可放心食用。 据潮新闻

部分培训“步步加钱”
部分求职者反映，在短视频平台和

网站看到整理收纳师培训广告后，交钱
培训却遭遇陷阱。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
相关投诉达数百条。

深圳的彭女士说， 填写培训报名表
后，一家培训机构人员来电称，整理收纳
师行业很火爆，每小时收入可达300元到
1000元。 不过，从事该职业必须获得培
训证书，机构培训后可以安排就业，考证
等级越高收入越高。“我花2980元报了
最便宜的中级收纳师课程。交钱后，机构
老师只给了一堆录好的视频让我自学。
没有任何直播课程和线下教学， 视频内
容大都能在网上搜到。 ”彭女士说。

此外，还有部分投诉者反映，培训
机构人员承诺会将考题提前透露给学
员，考试“包过”。“考前让我交了600元
考试费，考试居然就在微信平台的一个
小程序上进行，一起考试的只有5人。 即
使如此，承诺的‘包过’也不算数，我第一
次竟没通过， 又让我交了400元补考费
考了两次才过。 ”来自江西的胡女士说。

浙江的黄女士说：“机构告诉我加
钱升级到高级班，可以赚更多钱。 我交
了1000元后，又说继续加钱可以免实操
考试。 最后还要交700元培训证书印制
费和运费。 ”

此外， 还有学员遭遇交钱后机构
“失联”的情况。“我报名交钱后，询问考
试时间和地点， 结果对方一直不回复，
后来电话不接，朋友圈也屏蔽了我。 ”一
名投诉者说。

更值得注意的是滥发的证书。 记者
联系多家培训机构发现，其所谓的“劳
动部门认可”的培训证书颁发方五花八
门，包括所谓的行业协会、境外组织等。

一名培训者向记者提供了某教育
中心认证的整理收纳师“职业技能培训
证书”， 记者登录证书上网址查询该证
书信息，相关页面显示为“暂无数据”。

记者查询发现，在人社部发布的国
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中并未出
现“整理收纳师”的相关信息。 按照要
求，目录之外一律不得许可和认定职业
资格。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上海分
所律师王洁莹表示，有些培训机构正是
利用学员的知识盲区，进行“必须持证
上岗”“权威部门认证”“全国通用”等虚
假宣传，刻意混淆职业资格证书和培训
证书，进而牟利。

包就业、 拿高薪的承诺最终
结果如何？

“证下来后, 机构说把我的信息推
送给求职平台，让我在家等工作电话就

行。但半年多过去了，还没有一个单子。”
山西的王女士告诉记者。

多名投诉者说，向培训机构反映未
接到工作邀请后，机构人员转而推销其
所谓的“城市合伙人项目”：只要接到团
队订单， 就可以赚取订单总额50%的佣
金，“一天接两个订单，马上收入万儿八
千元”。

“为了加入合伙人项目， 我又交了
约2.3万元‘入伙费’，后来发现不对劲，
要求他们退款，结果人找不到了。 ”王女
士说。

上海一家大型家政公司负责人表
示，公司可提供需要付费的线下职业培
训， 课程内容包括房屋物品的收纳、色
彩搭配、房屋内的动线设计等，培训价
格为1000元左右。“但培训后，我们一般
不直接承诺包就业，需要看学员培训后
的技能再应聘上岗，颁发由公司自己认
证的证书。 发证的目的是给雇主一个参
考，即家政公司认可该名整理收纳师具
备一定技能。 ”这位负责人说。

此外，在家政市场，一些培训机构
承诺的“轻松拿高薪”也并非易事。

记者问询发现，当前部分大城市的
整理收纳服务收费标准多为每小时100
元到200元不等， 且整理收纳师一般是
团队作业，团队由咨询师、室内设计师
和整理收纳师等专业人员构成，上述费
用涵盖所有人员和服务费用。

上述家政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对大部分家政公司来说， 普通收纳工
作有时是和保姆、保洁工作一体的。 如
果在家政公司专职做收纳工作，一人一
个月可能也接不到几单，收入每月只有
2000元到3000元。 ”

对违法行为加强惩处， 尽快
完善职业技能标准

天眼查显示，当前与“收纳”相关的
“存续、在业”企业数量超过4万家。 业内
专家表示，作为一种新职业，整理收纳
师尚处于成长阶段，需防止“考证乱象”
影响该职业的形象和前景。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
认为，执法部门要加强日常监管，对存
在虚假宣传、侵害学员权益等问题的相
关培训机构，要采取约谈、立案查处、曝
光问题、信用惩戒等措施，倒逼相关责
任主体守住法律底线，规范职业培训的
相关行为。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
续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聂伟建议， 尽快
完善整理收纳师等新职业技能标准和管
理体系建设， 加强技能标准开发理论研
究，让从业人员有明确的学习目标，激发
学习动力，吸引更多从业者进入，让新职
业成为成熟稳定的职业。 据新华社

香椿“致癌”？
实验告诉你这道时令菜怎么吃

又 是 一 年
春天，人们爱吃
的“椿芽”（即香
椿）“抢鲜”上
市， 随之而来
的，是香椿含亚
硝酸盐“有毒”

“致癌”的传闻。
香椿 是 否

天然含有亚硝
酸盐？ 怎样吃
香椿更安 全 ？
日前， 宁波市
产品食品质量
检验研究院食
品安全检验中
心的专业技术
人员就公众关
心的问题进行
了实验。

整理收纳师“考证”乱象丛生
包就业拿高薪？
没那么美！

冷藏时间（天）

新华社发

“学完立马月
入上万元”“颁发国
家认可的职业证
书”“有证即可包分
配” ……记者调查
发现，当前，部分培
训机构打着整理收
纳行业“有证才能
上岗” 的幌子，以

“就业包分配”“轻
松拿高薪”为诱饵，
制造培训陷阱，引
发大量投诉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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