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种食物几乎人人爱吃，但是它的
危害比吸烟更大，甚至可能比毒品危害
还大。吸毒有多上瘾，吃这种食物就有
多上瘾，而且只会更甚。它虽然不会像
毒品一样毙命，但对全身各个部位都有
危害。它就是“甜蜜的毒药”——糖。高
糖惹来致命疾病：

1、诱发高血压 一般我们认为，高盐
饮食和高血压紧密相关，高糖饮食也会
引发高血压。高血糖水平作用于下丘脑
的某个关键部位，会引起心率加快、血压
升高。

2、引发糖尿病 吃糖不会直接导致
糖尿病，但高糖饮食可以出现短时性血
糖增高，加重胰腺胰岛负担；高糖饮食又
可以导致肥胖，容易导致胰岛素相对不
足或胰岛素抵抗，大大增加了患糖尿病
的风险。

3、引发痛风 糖过量易导致人体内
源性尿酸的形成，而尿酸过高，就很容易
引发痛风，痛风很折磨人。调查显示，大
量喝甜饮料的人痛风的发病率比不喝甜

饮料的人高出120倍。
4、增加子宫癌风险 据《每日邮报》

报道，研究人员发现，与那些很少吃甜食
的女性相比，每周吃甜食 2 至 3 次的女
性，其患子宫癌的风险会增加 33%。如
果每周吃甜食三次以上，患子宫癌的风
险就会增加42%

5、促进乳腺癌发展 女性甜食摄入
过多会促进乳腺癌的发展，因为大量的
摄入甜食，体内的胰岛素分泌就会增加，
而早期乳腺癌的发生正需要大量的胰岛
素，这样就会促进乳腺癌细胞的生长繁
殖。

6、易患骨质疏松 进食大量糖或碳
水化合物，会消耗体内大量钙、镁、钠等，
体内钙的不足使肌肉硬化和张力减弱，
调节血压的机制紊乱，大量钙被中和，又
能让骨骼脱钙而出现骨质疏松症。

7、易患胆结石 糖摄入过量会加快
胆固醇的积累，造成胆汁内胆固醇、胆
汁酸、卵磷脂三者比例失调，而过多的
胆固醇又会形成胆固醇结石。另外，糖

过多还会转化为脂肪，促进人体发胖，
进而引起胆固醇分泌增加，促使胆结石
的发生。

8、易得阴道炎 当女性摄入糖分过
多时，多余的糖通过尿道(尿液)代谢。由
于糖呈酸性，整个尿道周边酸碱环境发
生变化，打破平衡。如果经常过量吃糖，
就容易引起阴道内菌群失调，念珠菌大
量滋生，它们在外阴、阴道、尿道口周围
生长、繁殖，导致念珠菌性阴道炎。

减糖，这样做：《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16)》提出的建议是：每人每日添加糖
摄入量不超过50克，最好限制在25克以
内。建议：

1、多吃天然食物，少吃人造食物。
适当吃一些甜甜的西瓜、桃子等，就比直
接吃甜蛋糕、喝糖饮料要好。

2、若当天喝了蜂蜜水或红糖水，则
之后最好避免其他甜的食物。

3、少吃膨化食品，雪饼、鲜贝、虾条
等。它们吃起来虽然是咸的，但里面含
有大量的淀粉，却不含抑制糖上升的膳

食纤维。
4、少用番茄酱、烧烤汁等调味酱，这

些调味剂每 100 克大概有 15 克左右的
糖。

5、少做红烧菜肴，一份红烧排骨、红
烧鱼、鱼香肉丝大概加糖25~30克，红烧
肉要加40~50克，最高的是糖醋排骨和糖
醋里脊，每份要加入75克左右的糖。

6、少吃肉干、肉脯、话梅。一些加工
肉制品为了口感，如肉干、肉脯里含有不
少糖。而话梅等零食为了防止变质也会
加入大量的糖抑制细菌生长。

7、不喝含糖饮料，少喝乳酸菌饮
料。喝咖啡、豆浆时，少加或不加糖。

一定要远离“糖衣炮弹”的伤害！

著名心血管专家洪昭光教授说，人
生无非就是吃、喝、睡、拉，管好这些，想
要长寿就不难。

关于“吃”
1、食物相克是谣言
食物相克并没有科学依据。
中国营养学会名誉理事长葛可佑

2011年8月接受健康时报新闻版采访时
表示：一些人在吃了所谓的“相克食物”
后确实出现身体不适，这通常是由于季
节性原因、食物本身有毒、食物变质等因
素引起的，与“食物相克”无关。

2、饭后喝酸奶不助消化
吃多了喝点酸奶帮助消化一下吧？

或许这个办法没多大用！
重庆市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余思

缘在2013年3月13日健康时报饮食版刊
文：吃得过撑会使胃陷入不规律运动，即
便是喝酸奶也不能纠正胃肠的蠕动。同
时，很多酸奶里并没有帮助肠道消化的
消化酶，就算有，当被喝到胃里，也被胃
液消灭得干干净净。

3、趁热吃不养胃反伤胃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食管胃肠外

科二区科室主任杨祖立在 2018 年 12 月
28日健康时报饮食版刊文：高温食物从
口腔进入胃部的过程中，三个部位都很
受伤。

第一关进入口腔，烫伤的口腔黏膜
容易形成溃疡；第二关从咽部沿着食管
游走，食管内壁的黏膜能耐受的最高温
度是60℃，易受损；第三关是胃黏膜。所
以常常会出现入口不烫，却会把食道、胃

“烫伤”的情况。
4、清淡饮食不是吃素
对于“三高”患者来说，医生都会建

议清淡饮食，但并不意味着就是吃素，
鱼、肉、蛋、奶一口都不吃

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内分泌风湿科
主任李全民在2019年3月26日健康时报
心脑血管版刊文：清淡饮食标准是少油、
少盐、少糖。“荤”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
也是B族维生素的来源。比如，鱼肉、虾
肉、鸡胸肉都属于高蛋白、低脂肪肉类，
很适合“三高”人群食用。

5、健康的零食就三种
真正健康的零食基本上就三种:水

果、坚果、酸奶(大人小孩都一样)。

关于“喝”
1、口渴再喝水已经晚了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中医科主任

医师梁东辉在接受信息时报记者采访时
指出：在现实生活中，多数人认为缺水会
口渴，口渴再喝水也不迟。殊不知口渴
时，机体已经缺水近2%~3%。长期下去，
饮水不足状况将极其严重，可带来机体
疲劳，甚至导致肾结石。

2、“适量饮酒有益健康”不存在
2018年8月，世界顶级医学期刊《柳

叶刀》刊文指出：喝酒直接导致了全球
280万人的死亡，最安全的饮酒量为0，即
不饮酒才能对健康有益！

3、喝醋不能软化血管
靠喝醋来软化血管是想当然的想

法。
东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

卫生系主任孙桂菊2015年2月9日接受
健康时报采访时指出：之所以有人认为
醋有软化血管的作用，主要是因为醋的
酸性作用，但是喝进胃里的醋却很难改
变血液的酸碱度。不可能发生这样的软
化现象。

4、别喝骨头汤补钙
很多人都认为骨折后能不能喝点骨

头汤？那是错误的观念。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

孙浩林在2017年3月28日健康时报老人
版刊文：因为骨头汤的油脂含量高，含钙
量其实比较低。如果想吃点含钙量高的
食物，可以选择牛奶、豆制品，绿叶蔬菜
等。

5、果汁不是健康饮品
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赵力超教授

在 2018 年 4 月 10 日健康时报饮食版刊
文：水果在打汁时，细胞结构被破坏，各
种抗氧化成分和维C被暴露出来。当遇
到氧气或者水果本身的一些酶时，这些
营养素就会被破坏。

这个反应是非常快的，就算打汁后
立刻喝掉，营养素已经损失一部分了。

（待续）

仙桃绿色东方环保发电有限公司遗失股权出质设立登
记通知书，(仙工商)股质登记设字[2018]第6号，质权登记编
号：429004201800000005。特此声明。

不慎遗失仙桃市云天述古石材雕塑工艺厂财务专用
章。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为进一步规范城市低保管理工作，确保城市低保“应保
尽保、应退尽退”，根据《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湖
北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规定，市民政局将对
城区“三办一园”城市低保对象开展全面核查，现将有关事
宜公告如下：

一、核查时间：9月1日－9月30日。
二、核查对象：城区“三办一园”城市低保对象。
（2019年已核查对象不重复核查）
三、请城区“三办一园”城市低保对象于2019年8月20

日前主动与所在社区居委会取得联系，积极配合家庭经济
状况核查。

四、凡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一致的城市低保对象，需
向经常居住地所在民政办公室申请办理转保手续，主动配
合家庭经济状况核查。对居住地与户籍地不一致且无法入
户核查的保障家庭，暂停其低保待遇。

五、凡城市低保对象中，有完全行为能力的，应当每季
度向居住地社区居委会报告1次家庭人口、收入和财产变
化情况。

六、对不配合、不履行相关义务或采取虚报、隐瞒、伪造
家庭真实收入、财产、人口变动等相关信息的保障对象，停
发其低保金；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其相关责任。

七、公告时间：2019年8月19日--2019年8月26日

仙桃市民政局
2019年8月19日

这种几乎人人爱吃的东西可能比毒品还“毒” 关于开展城区“三办一园”
城市低保家庭年度核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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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
代替药物治疗疾病”警示用语区应当位
于最小销售包装包装物（容器）的主要
展示版面，所占面积不应小于其所在面
的20%，使用黑体字印刷。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为指
导保健食品警示用语标注，使消费者更
易于区分保健食品与普通食品、药品，引
导消费者理性消费，市场监管总局组织
编制的《保健食品标注警示用语指南》正
式发布，自2020年1月1日起实施。

警示用语必须黑体字印刷
按照该《指南》，保健食品标签设置

警示用语区及警示用语。警示用语区
位于最小销售包装包装物（容器）的主
要展示版面，所占面积不应小于其所在

面的20％。警示用语区内文字与警示
用语区背景有明显色差。警示用语使
用黑体字印刷，包括以下内容：“保健食
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且当主要展示版面的表面积大于
或等于100平方厘米时，字体高度不小
于6.0毫米。当主要展示版面的表面积
小于100平方厘米时，警示用语字体最
小高度按照上述规定等比例变化。

保质期必须采用激光蚀刻
北京青年报记者注意到，《指南》明

确要求保健食品在产品最小销售包装
（容器）外明显位置清晰标注生产日期
和保质期。如果日期标注采用“见包装
物某部位”的形式，应当准确标注所在
包装物的具体部位。

日期标注应当与所在位置的背景
色形成鲜明对比，易于识别，采用激光
蚀刻方式进行标注的除外。日期标注
不得另外加贴、补印或者篡改；多层包
装的单件保健食品以与食品直接接触
的内包装的完成时间为生产日期；当同
一预包装内含有多个单件食品时，外包
装上标注各单件食品的生产日期和保
质期；按年、月、日的顺序标注日期。日
期中年、月、日可用空格、斜线、连字符、
句点等符号分隔，或者不用分隔符。年
代号应当使用4位数字标注，月、日应当
分别使用2位数字标注。保质期的标注
使用“保质期至××××年××月××
日”的方式描述。

投诉电话与“保健功能”字体一致

《指南》还要求，保健食品标签标注
投诉服务电话、服务时段等信息。投诉
服务电话字体与“保健功能”的字体一
致。保健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保证在承
诺的服务时段内接听、处理消费者投
诉、举报，并记录、保存相关服务信息至
少2年。

此外，保健食品经营者在经营保健
食品的场所、网络平台等显要位置标注

“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
疗疾病”等消费提示信息，引导消费者
理性消费。

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孙梅君表示，
制定《保健食品标注警示用语指南》，最
朴素的想法，就是努力解决人民群众的
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新华网）

8月20日上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与武汉市血液中心联合开
展了以“捐热血 献爱心 保军运”为主题的医务人员自愿无偿献血
活动。本次活动献血人数超过500人次，献血量超过11万毫升。

早上 8 点，医院的医护工作者就在活动现场排起了长队。
虽然天气炎热、工作繁忙，但前来献血的医务人员仍络绎不绝。
他们纷纷表示，作为在临床一线救治生命的医务工作者，更能了
解和感受患者因血液紧张而延误手术耽误病情的疾苦，更加了
解血液对于病人的重要性。

“作为一名外科医生，平时接触到了许多因为血液短缺而推
迟手术的病人。病人和家属着急，我们医生更着急。”来自肝胆
外科的余佳副教授说，他从刚上医科大学时就开始献血，当天是
他第22次无偿献血，个人累计献血超过1万毫升。

余佳说，想到自己爱心捐献的血液可以救回一个生命，跟自
己顺利完成拯救病人生命的手术一样欣慰和自豪。

今年23岁的林维辰来自中国台湾，是武汉大学第一临床学
院八年制医学生，当日也踊跃参加到无偿献血的队伍中来。这
也是林维辰人生第一次无偿献血。他说，看到周围的同学们都
积极来参加无偿献血活动，自己也被深深感染，希望能为缓解临
床用血紧张、拯救同胞生命贡献一份力量。

活动现场，许多路过的病人家属也被医护人员的大爱深深
感染，撸起袖子加入到无偿献血队伍中来。来自湖北仙桃、正在
医院陪护母亲的青年小徐，已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无偿献血了，

“反正看到有献血点，只要身体允许，我都会去献。”小徐说。这
些年他献血的地点，覆盖了北京、深圳、武汉等多个城市献血点，
这次他又献出400毫升热血。 （人民网）司法部副部长刘振宇5月14日下

午在国新办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介绍
说，截至今年4月底，各地区、各部门共
取消证明事项1.3万余项。其中，各地
区取消证明事项共1.2万余项，各部门
取消证明事项 1100 余项。此外，各地
区、各部门建议取消法律、行政法规设
定的证明事项300余项。

这次证明事项清理的范围主要包
括各地区、各部门通过规章、规范性文
件设定的证明事项，以及无设定依据
的证明事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
法规设定的证明事项也要在充分研究
的基础上，对确应取消的，通过法定程
序予以取消。

这次清理的证明事项主要涉及 5
类证明：一是对法律事实的证明，如身
份证明、出生证明、死亡证明；二是对
法律关系的证明，如亲属关系证明、婚
姻状况证明；三是对资格、资质、能力
或水平的证明，如职称证明、培训证
明；四是权利归属证明，如住所、办公

地点、检测场所使用权或所有权证明；
五是其他客观状态的证明，如备案证
明、验资报告、收入证明、住房公积金
提取证明等。

据介绍，截至 4 月底，“群众批评
——证明事项清理投诉监督平台”共
收到关于证明事项的有效投诉件1221
件，其中已办结1109件，112件正在办
理中。在已办结件中，地方和部门取
消、纠正不合理证明495 件，抄送国务
院部门参考25件。经研究，需要保留
有关证明事项并向当事人解释原因的
有589件，当事人均表示满意或理解。

刘振宇表示，从数据来看，已处理
的群众投诉主要涉及亲属关系证明、
社保相关证明、户口相关证明、公民身
份证明、医保相关证明、婚育状况证
明、无犯罪记录证明、死亡证明、小微
企业证明、公证相关证明等。经过清
理，各地区、各部门已切实解决了投诉
群众反映强烈的“奇葩”证明、循环证
明、重复证明等问题。 （新华网）

8月20日，2019世界机器人大会在京开幕。本次大会通过举办论坛、博览会、大
赛等活动,开展交流研讨、成果展示、创新探索,促进协同创新和产业交流合作。大会
得到了22家国际权威机器人机构的大力支持，将持续至8月25日。大赛将组织四大
赛事选手在现场展开巅峰对决,内容涵盖BCI脑控机器人、共融机器人、机器人工业
计、青少年机器人设计等领域。 （人民网）

日前，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2019新能源汽车消费市场
研究报告显示，消费者最为关注的是新能源汽车的售后服务和
充电体验。

报告的调查人群主要集中在20多个城市的新能源汽车消
费者。调查车型覆盖市场上数十款主流新能源车型。报告的内
容涵盖车辆质量或使用性能、售后服务体系以及充电基础设施
建设等三大方面。

从年龄层上来看，购买新能源汽车的主要用户群体集中在
25岁-34岁；从价格区间来看，54.2%的纯电动汽车用户，更倾向
选择15万元-20万元区间的车型；从购买渠道看，85%的消费者
在实体店完成购车环节。

从影响消费者购买的因素看，电池和品牌影响最大。其中，
电池方面，安全性和电池技术等关注度高；品牌方面，消费者更关
心品牌是否专注于新能源汽车、是否属于行业标杆。（人民网）

捐热血保军运
武汉500余医务人员无偿献血11万毫升

我国已取消1.3万多项证明事项

保健食品包装必须印上“不是药物”
警示语黑体字印刷 所占面积不得小于20％ 明年起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