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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健康，不能仅仅想到细菌和病毒，也不能仅仅着眼于病人。卫生和
健康不仅仅是卫生部门的责任，而要形成跨部门合作，才能让所有年龄段人
群实现健康生活、提高福祉。在近日举行的“健康人·中国梦2017论坛”上，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施贺德在主旨演讲中强调，健康是人类进步和可持续
发展的核心。

施贺德说，健康生活是可持续发展和增长的结果，同时也是实现可持续
发展和增长的、却往往被低估的手段。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现了这种健康
新思路，我们迫切需要采取跨部门的改革和协作，保护当代和未来人民的健
康。健康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石，更是民众的一项普遍权利。

我国去年 6月和 10月先后出台《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和《“健康中
国2030”规划纲要》两份“重量级”文件，标志着“全民健身”进一步转型升级。国
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副巡视员张栋说，体育让生活更美好。抓全民健身就是抓普
惠民生，就是要文化自信。促进全民健身，一要做好顶层设计，二要狠抓落实，
分工分责，三要促进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的深度融合。

与会专家表示，体育是责任，健康是福祉。国家制定的全民健身五年计
划指出，到 2020年，要实现 7亿人口每周锻炼 1次的目标，体育消费要达到
1.5万亿元。多动会吃，才能享受健康。

针对移动医疗，有关专家表示，互联网医院提供的仅仅是医疗咨询服
务。未来更重要的是把医疗资源释放，让老百姓就像软件打车一样，明明白
白找医生看病。

“中国人口多病例多，医疗负担重。要实现健康中国的宏伟目标，需要利
用大数据进行科学研究，打造一个健康医疗数据平台，在医学科研、疾病防
控等方面发挥作用。”国家人口健康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管理中心常务副主任尹
岭指出，通过移动医疗和智慧医疗，打造县乡村的农村三级医疗网，面向农
村县医院提供公共卫生服务、专科服务、内外妇儿、家庭医生等医疗服务，
提升基层医生的水平，才是为全民健康谋福祉。 （喻京英）

每年的2月4日是世界癌症日。2017年国际抗癌联盟推出的世界癌症日主
题为“我能战胜癌症”。北京、天津、河北抗癌协会共同签署发布了“京津冀
联合抗癌倡议书”，承诺将响应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推动医疗一体化建
设，依托各自行业影响力和专家资源，搭建“京津冀癌症防控联动平台”。

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郝希山院士强调，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遵循
预防为主、关口前移的理念，通过采取环境治理、全民戒烟、提倡健康生活
方式、早诊早治、规范诊疗、科学康复等综合措施，很多国家已成功实现癌
症总体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双下降”。癌症防控事业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
府、社会组织、科研机构、医院、企业等各方的参与，只要全社会共同携起
手来，一起关注癌症、科学抗癌，就一定能够降低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实现国人的健康梦。

战胜癌症，你能我能；战胜癌症，众志成城。来自京津冀三地抗癌明星
踊跃参与，进行经验分享、歌舞展示、服饰表演、手语操互动，传递出人们
对抗癌症积极乐观的康复心态和互助扶持、携手抗癌的正能量。活动现场，
郝希山、樊代明、于金明 3 位院士与抗癌明星面对面，聊起“抗癌那些事
儿”，让众多癌友在轻松的环境中获得了权威的抗癌指导。 （胡彦 朱芸）

“2016年度中国医学科技十大新闻”和“2016年度国际医学科技十大新
闻”日前在北京发布。这是记者从近日举行的中国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发展
高峰论坛上获悉的。

“2016年度中国十大医学科技新闻”如下：
1.时隔20年召开全国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工作会
2.埃博拉病毒入侵人体机制被破解
3.利用内源性干细胞治疗先天性白内障取得重大突破
4.中国人的盐钠摄入量严重超标
5.活流感病毒可直接转化为疫苗
6.中国科学家发现1445种病毒
7.心血管疾病风险预测有了中国模型
8.首次用小鼠干细胞体外制造出功能精子
9.结核分枝杆菌耐药性检测国产体外诊断试剂获批
10.鼻咽癌化疗新方案可使患者寿命延长9个月
“2016年度国际十大医学科技新闻”如下：
1.植入微电极阵列帮瘫痪患者恢复运动能力
2.多项研究共同探究寨卡病毒致病机制
3.局限性前列腺癌10年随访，不同治疗效果差异不大
4.2010年至2011年，美国门诊患者的不当抗生素处方发生率为30%
5.水果摄入不足是中国人群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因素
6.含肿瘤RNA的纳米颗粒可激发人体免疫系统抵抗肿瘤
7.1990年至2013年，病毒性肝炎的全球负担在不断增加
8.一种人源性单克隆抗体可显著降低阿尔茨海默病患者β淀粉样蛋白水平
9.老年男性睾酮治疗可多角度提升患者生活质量
10.美国推出人类基因组编写计划 （喻京英）

雾霾已经是当今中国乃至全世界无法回避的
话题。雾霾天气，大气中的微尘和有害物质进入
呼吸道，刺激并破坏气管黏膜，导致气管粘膜杀
灭病毒、细菌和抵抗它们进入肺部组织的功能下
降。在这种情况下，原本身体健康的人群可能会
出现咳嗽、气管炎等呼吸道病症。本已患有哮
喘、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病等呼吸系统
疾病的人群则会加重肺部感染，咳嗽、气短、胸
闷、喘憋等不适。那我们除了减少外出，戴上口
罩这些防护措施外还能做些什么呢？

中医专家推荐给我们罗汉果。中医认为，罗
汉果，甘、酸、性凉，有清热凉血、生津止咳、
滑肠排毒、嫩肤益颜、清热润肺化痰等功效，可
用于益寿延年、驻颜悦色及治疗痰热咳嗽、咽喉
肿痛、大便秘结、消渴烦躁诸症。现代医学研究
证实，罗汉果含一种比蔗糖甜 300 倍的甜味素，
但它不产生热量，所以是糖尿病、肥胖等不宜吃
糖者的理想替代饮料。它还含丰富的维生素 C，
有抗衰老、抗癌及益肤美容作用；也有降血脂及
减肥作用，可辅助治疗高脂血症，改善肥胖。罗
汉果因此也叫“长寿果”“神仙果”。

关于罗汉果还有一个感人的传说。相传很久
以前，广西有一个古老的瑶寨，寨中有一位姓罗
的樵夫。樵夫自幼和母亲相依为命，孝敬母亲，
深得乡亲们的赞赏。一年秋天，樵夫的母亲患
病，整天咳喘不已，异常痛苦。樵夫看在眼里，
痛在心上，但是家中没有钱请郎中诊治。无奈，
他只好更加辛劳地上山砍柴，希望以卖柴所得的
微薄银两为母亲求医问药。一天清晨，樵夫早早
地就上山砍柴。在一片密林中，他不幸被马蜂蛰
伤，被蜇处红肿、疼痛不已，樵夫顿感到心悸气
促、头晕目眩。他孤身置身于这僻静的山中，无
医无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无奈之
下，他只好强忍着剧痛和头晕心悸等不适，踉踉
跄跄地向山下走去。

走了长长的一段崎岖山路，他感到累了，坐
下稍作休息时不经意间闻到一阵沁人心脾的水果
香味。环顾四周，他看见眼前不远处长着一团团
一簇簇的青藤，青藤上结满了不知名的圆形野
果。又饿又累的他心中一喜，三步并作两步走上
前去，摘下一只，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没想到

这野果香甜可口，清凉怡人，他突发奇想把果汁
往伤口上涂。瞬时，他感到伤处有一种说不出的
清凉。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伤处的疼痛竟开始
缓解，没过多久，红肿疼痛消失，仿佛未曾被马
蜂蜇过一般。惊喜之余，他便摘了好些野果带回
家中，给患病的母亲吃。

樵夫的母亲吃了这种野果后，第一天便觉得
清凉润喉，神清气爽，第二天咳喘有所减轻……
樵夫高兴极了，于是便天天上山采摘新鲜的果子
给母亲吃。如此连续吃了一个多月后，母亲的咳
喘病竟不治而愈。母子二人喜不自胜，逢人便说
这野果的神奇功效。他们采摘很多野果，晒干备
用，每当遇上患有咳喘病的穷人，便免费送上，
教病人煎水饮用，因此治愈了不少患咳喘病的穷
人。

恰逢此时，一位周游列国、悬壶济世的汉郎
中行医至此，听闻樵夫以野果治愈母亲咳喘病之
事，心中一动，于是亲临樵夫家中，品尝野果。
汉郎中还在樵夫的带领下上山采摘，潜心研究，
汉郎中发现此野果性味甘、凉，具有清肺止咳、
化痰平喘、利咽润喉和润肠通便之功效，于是便
广泛用于民间。由于樵夫姓罗，郎中名汉，后人
为缅怀他们的功绩，便把这种不知名的野果称之
为罗汉果。

冲泡罗汉果，水温不宜太高，罗汉果的治疗
咽喉和咳嗽的功效主要是因为罗汉果激酶，而这
种激酶是一种生物活性激酶，温度太高会被分
解，因此泡饮罗汉果的最佳水温是 60℃－80℃。
雾霾天气，建议大家都应服用一些。经常吸烟、
饮酒，长期宿便者；演员、教师、广播员等需要
保护发音器官者；深夜加班工作，容易上火、排
毒能力减低者；长坐办公室呼吸不到室外新鲜空
气者；室外活动、运动量较大，体内水分容易流
失者则更需要。

（作者为北京朝阳区中医医院医师）

公益项目关爱流产后女性

本报电（陈冰月）“关爱至伊·五动新生”流
产后关爱公益项目 5 周年总结推进会近日在京召
开。

据悉，该项目不仅为医院提供规范化的门诊、
培训咨询员，还针对人流低龄化趋势，在高校开展
系列健康教育讲座，让年轻人提高避孕意识，从而
减少意外妊娠的发生。5 年来，全国已有 688 家医
疗机构设立了流产后关爱门诊，4000余名咨询员接
受专业培训，约600万流产女性从中获益。

清华长庚医院医改成果显

本报电（韩冬野）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开业两
年来，医疗改革成果初显，尤其是其开创的 “精
益医疗”理念，全院药占比 27.46%，连同门诊、
住院费用等，均低于北京市属公立医院。

据介绍，两年来，医院走进社区进行100多场
健康公益工作，包括义诊、讲座、健康操、路
跑、健步走等，主题涵盖居民普遍关心的常见
病、慢性病、妇儿类疾病、老年人居家照护等，
直接惠及万余人次。

首都名医走基层进入承德

本报电（王丽） 由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发
起并主办的“首都名医走基层”医疗帮扶活动，
近日进入河北省承德市中医院。

该活动以首都名院名医专家义诊、学术讲座
等为切入点，积极推动优质卫生资源地区覆盖，
同时推广先进的诊疗理念和医疗技术，实现优势
医疗资源合理配备和共享，以实际行动造福百姓。

近日，关于捆扎蔬菜的胶带“有毒”“甲醛
超标10倍”，长期食用这样捆扎的蔬菜可能致癌
的说法，再次在互联网上热传。这些说法有根据
吗？本报记者就此进行调查。

胶带捆扎会有残留甲醛转移到蔬
菜中吗？

胶带多用于超市货架或室内农贸市场，与蔬
菜接触时间短，甲醛水溶性挥发性均强，很难转
移到蔬菜中

“我们常见和使用的胶带都由基材和黏合剂
两部分组成。平时捆扎蔬菜用的胶带，一般以聚
丙烯薄膜为基材，经过涂抹黏合剂制成。”农业
部农产品包装材料质量安全风险评估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钟锋介绍，有些黏合剂在制作过程中，甲
醛作为辅料，未完全反应，就可能会存在少量的
残留。我国国家标准 GB9685—2008 《食品容
器、包装材料用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中明确规
定，甲醛可用于食品接触性黏合剂生产，最大残
留量应小于15毫克/千克。

农业部农产品包装材料质量安全风险评估教
授级高级工程师蒋立茂说：“目前我国还没有食
品专用胶带，但对食品接触材料有严格的质量安
全标准和规定。”如即将实施的 GB9685—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
剂使用标准》中明确列出了食品接触材料黏合剂
允许使用的添加剂清单，GB/T10004—2008《包
装用塑料复合膜、袋干法复合、挤出复合》明确
了食品包装用塑料膜的质量安全标准。“严格按
照相关标准生产的胶带不会对蔬菜质量安全产生
影响。”蒋立茂说。

河北新发地园区入驻果蔬经销商 4100余家，
日均交易量 1.5 万吨。据河北新发地农副产品有
限公司总经理尹丽芬介绍，农产品在从产地到农
批市场过程中，都是大宗包装储运，并无使用胶
带现象；传统农贸市场摊贩销售大都以散卖为
主，也较少用胶带。胶带多用于超市货架或者室
内农贸市场，主要是供货商为方便计量计价采取

的分拣分装措施。
“塑料膜和黏合剂都是聚合物，在常温放置

的条件下很稳定，降解释放大量甲醛的可能性极
小。”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食品检测所副
所长李碧芳说，蔬菜捆扎用的胶带只有很窄的一
条，其甲醛残留量很低，而且与蔬菜接触时间较
短，同时甲醛的水溶性和挥发性很强，很难在蔬
菜表面积累。

近期检测是否发现胶带捆扎的
蔬菜甲醛超标？

农业部近两年排查和评估中，胶带捆扎的蔬
菜样品甲醛含量低于检出限

记者查得，“胶带捆扎蔬菜甲醛超标”的说
法，2013年、2016年均在网络上流传过。

2016年7月，针对市民的顾虑，深圳市质检
院配合深圳市食药局在当地6家超市随机抽检了
11个胶带捆绑蔬菜样本，对胶带直接接触部分的
蔬菜甲醛残留量和甲醛迁移量等指标进行检测。

由于胶带未纳入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范
围，这次检验参照了全国食品整治办 ［2008］ 3
号《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
的 食 品 添 加 剂 品 种 名 单 （第 一 批） 》、 GB
9690—2009《食品容器、包装材料用三聚氰胺—
甲醛成型品卫生标准》、GB/T10004—2008 《包
装用塑料复合膜、袋干法复合、挤出复合》进行
评价。检测结果表明，11个蔬菜样品中并未检出
甲醛，11 个胶带仅检出微量的甲醛 （范围在
0.13—0.19毫克/平方分米）。

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相关负责人介
绍，胶带检测时，所用的胶带面积为 1 平方分
米，而且按照国标规定，需要在 60℃的 4%乙酸
中浸泡2个小时。而蔬菜在实际售卖过程中，与
胶带的接触面积远低于1平方分米，接触温度为
室温 （远低于实验时的 60℃），也不会遇到实验
时所采用的极端酸性条件，因此并未在蔬菜样品
中检出甲醛。

农业部农产品收贮运环节质量安全风险评估

专项，近两年对蔬菜捆扎带质量安全也进行了摸
底排查和验证评估。农业部农产品加工质量安全
风险评估实验室 （北京） 研究员王凤忠说，结果
表明，大部分捆扎带中的甲醛残留量均符合国家
标准，尤其是“三品一标”（指无公害农产品、
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
专用捆扎带，甲醛残留量不超过2毫克/千克，远低
于国家规定的食品接触性黏合剂中甲醛最大残留
量 15毫克/千克。调查验证仅发现极个别捆扎带
检出甲醛超标，经研判，可能来源于工业胶带小作
坊。另外，对胶带捆扎蔬菜中甲醛含量进行验证
的结果显示，所有样品甲醛含量均低于检出限。

面对食品中微量存在是否要
“谈甲醛色变”？

微量甲醛普遍存在于水产品、果蔬等食品
中，含量极低，水洗和烹饪可有效去除

“甲醛易溶于水，高温时易挥发，水洗和烹饪
都是有效的去除办法。”农业部农产品加工质量安
全风险评估实验室范蓓博士说，微量的甲醛普遍
存在于水产品、水果、蔬菜、牛奶等食品中。不同
食品中产生甲醛的机制不同，例如鱼肉中有一种

“氧化三甲胺”，在酶或微生物的作用下会分解产
生甲醛；蔬菜通过呼吸作用，在细胞代谢过程中产
生微量的甲醛。一般来说，新鲜果蔬中甲醛含量
绝大多数都在每公斤1毫克以下，最高每公斤不会
超过5毫克。某些动物产品中的甲醛含量稍高，如
新鲜鱿鱼每公斤甲醛含量约为20毫克。

离开剂量不能谈安全。每日摄入多大剂量的
甲醛，会对人体产生实质性的危害？王凤忠提供
了一组美国环保署的数据：甲醛的每日允许摄入
量为每公斤体重 0.2 毫克。他解释说，按照一个
体重为60公斤的成年人计算，每日甲醛摄入只要
不超过12毫克，就不会对健康产生影响。大部分
食物中甲醛本底含量都很低，以白菜为例，每公
斤白菜的甲醛本底含量约为1毫克，也就是说摄
入12公斤未经清洗烹饪的白菜才可能会超过每日
允许限量。

胶带扎蔬菜胶带扎蔬菜，，不会有危害不会有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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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海军总医院教授田增民在为疑难病患者义
诊。 王 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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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汉果泡水喝为何清肺润喉？
王红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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珏 晓摄珏 晓摄

现在医学认为，酒可以生成高密度胆固醇，
还可以防止老年痴呆。喝酒以后血液循环加速，
使我们精神很振奋，很兴奋，能够强心振奋、消
除疲劳。在近日举行的“健康中国、飘香世界
——茅台不老红曲酒中国发布会”上，邓小平保
健医胡士良说，酒不但能够解忧，也能养生。中
国古人就将酒的作用归纳为：酒以治病，酒以养
老，酒以成礼这三类，可见酒的养生作用早就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胡士良强调，喝点酒对身体有一定的好处，可以改善血液，但一定要保
持适量喝酒。而适量喝酒，也不是人人都适合喝酒，首先对酒精过敏的人不
能喝，其次是患胃溃疡的病人和肝功能不好的人都不要喝酒。

“健康人·中国梦”论坛举行

常酌好酒能养生
崔淑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