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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安全”事关百姓的身
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中共十九大报告
提出，实施食品安全战略，让人民吃
得放心。

当前，中国食品安全形势总体平
稳，也面临着新的考验。网络外卖风
头正盛，但“指尖上的美食”存在安
全隐患；饮食科普传遍朋友圈，但食
安谣言暗影隐现。面对食品安全的热
点和难点，防范和监管仍需“跑”在
风险前，才能真正守护百姓健康。

提升质量 强化监督

2016年，中国餐饮业收入达3.5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8％。专家预
计，今年餐饮业收入有望突破 3.9万
亿元，接近4万亿大关。尽管百姓在

“吃”上的消费越来越多，但餐饮食
品的质量安全仍有缺漏。

今年以来，一些食品安全事件触
动公众神经，从发生在中小学校和幼
儿园的食品安全事件，到海底捞等知
名餐饮企业的脏乱后厨曝光，频发的
食安事件暴露出监管漏洞。

面对食品安全风险，既要提升质
量，也要强化监督。一段时间以来，
旨在对餐饮食品加工进行公示的“明
厨亮灶”行动，将餐饮服务关键部位
与环节置于社会监督之下。截至去年
底，已实施明厨亮灶的餐饮服务单位
占持证总数的近1/3。

与此同时，14 部委日前联合出

台的餐饮业新规明确，加快建立职业
化检查员队伍，强化培训管理和绩效
考核，开展餐饮食品安全监管专业技
能培训和竞赛，提升餐饮食品安全监
管执法水平。

不只是在餐饮领域，目前，中国
已实现食品安全监管网络的全面覆
盖，建立起覆盖国家、省、市、县四
级的监督抽检体系。同时，加大信息
公开力度、加强风险预警防控，不断
织密“舌尖上的安全网”。3 年来的
食品抽检结果显示，一些社会关注度
较高的品种和指标，如乳制品和婴幼
儿配方食品中的三聚氰胺、小麦粉中
的黄曲霉毒素 B1、蛋制品中的苏丹
红等，抽检样品全部合格。

规范外卖 创新管理

用手机叫外卖，已成为中国年轻
人司空见惯的生活方式。数据显示，
今年二季度中国互联网餐饮外卖市场
整体交易规模达 459.5 亿元，同比增
幅高达 81.8%。然而，网络餐饮光鲜
的数据背后，也存在着不少阴暗的角
落：一些无证无照或伪造证照的“黑
作坊”“苍蝇馆”，摇身一变成为“网
红餐厅”，给年轻食客带来巨大的安
全隐患。

近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发布《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办法》，要求网上餐饮应当具有
实体经营门店并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

可证，同时加强对送餐人员和配送过
程的规范。

业内人士估计，按国外网络订餐
占餐饮收入30%计算，未来中国网络
订餐市场将达到万亿元以上规模。面
对新业态雨后春笋般地成长，各地也
在监管中探索引入新技术手段。

上海食药监局与网络订餐平台建
立了食品安全大数据共享机制，根据
负面评论关键词，主动搜索消费者网
上评论数据并及时提供给监管部门，
形成负面信息线索库。

三 亚 推 出 了 O2O 网 络 监 管 系
统，将市内提供餐饮外卖服务的第三
方平台全部纳入监管范围，定期采集
各大平台上的餐厅信息，一旦餐厅出
现违法行为，就会被列入重点监管名
单之中。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将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
品安全社会共治。加大食品安全监管
信息公开力度，与平台、相关监管部
门互通共享行政许可、监督检查、违
法行为查处等食品安全信息。

打击谣言 传播科学

撕不烂的紫菜是塑料做的、粉丝
可燃烧含荧光剂、面包里的肉松是棉
花、雾霾天可以吃食物清肺……打开
手机，朋友圈里的健康百科“琳琅满
目”，可夹杂在其中的食品谣言也趁
机传播开来，引发人们“舌尖上的焦

虑”。
食安谣言的传播，轻则造成公

众误解和恐慌，重则对产业健康发
展和公共安全造成影响。塑料紫菜
谣言爆发后，一度对紫菜的种植、
加工销售等多个环节造成打击，直
到官方辟谣和公安机关抓获谣言制
造者之后，莫名“背黑锅”的紫菜
才“平了反”。

食药监总局新闻宣传司司长颜江
瑛指出，打击食品安全谣言，要让科
学知识跑在谣言前面，同时也要加大
对食品谣言制造者、传播者的惩处力
度。

今年7月，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
会办公室等 10 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
加强食品安全谣言防控和治理工作的
通知》，要求及时公开准确、完整的
食品安全监管信息，挤压谣言流传的
空间，及时组织辟谣，严厉惩处谣言
制造者和传播者。据悉，对于“舌尖
谣言”，食药监总局已基本做到在24
小时内对谣言进行批驳打击。

辟谣是治标之策，要想真正铲除
谣言滋生的土壤，还需要提升公众的
科学素养，以识别和抵御食安谣言的
侵袭。

专家指出，应通过搭建平台，把
科学家、媒体和企业纳入其中，及时
传播正确的食品安全知识和信息，填
补信息真空地带，及时满足公众的需
求，减少公众误解，重建公众对食品
安全的信心。

健康中国“进行曲”⑤

食品安全

守护舌尖上的幸福
本报记者 刘 峣

何时健身都不晚

时值冬日，北京市的最低气温已经降到了
0℃以下。但在团结湖公园却是另一番热闹的景
象：做保健操、踢毽子、跳绳、快步走……午
后，运动的小队伍渐渐聚集起来，健身的老人
随处可见。

“今年 8 月，在朋友的建议下，我开始来这
儿锻炼。坚持了 3 个月，手指变得灵活多了。”
在此锻炼的姜大伯说，“以前我挺排斥运动的，
平常能不动就不动。今年 67 岁了才尝到锻炼的
甜头。健身啊，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在团结湖公园里健身的老人，既有两三个
月前刚加入的“菜鸟”，也有锻炼了七八年的常
客。

“就像每天按时上班一样，到了时间，我就
跑到这儿活动筋骨。”正在健身器材上按摩的张
阿姨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一点儿都
不夸张。在这儿吹吹风、晒晒太阳，比吃钙片
管用。”

老年人是健康中国战略中的重点人群，也
是开展全民健身的重要队伍。如今，健身已成
为越来越多老年人晚年生活的“标配”。例如，
陕西省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该省经常参
加体育健身活动的老年人已达300万人，约占该
省老年人口50%以上。

量力而行莫贪多

虽然老年人的健身热情越来越高、健身选
择越来也多，但由于缺乏专业指导，很多老年
人在健身过程中还存在误区。

过度运动是老年健身者常犯的错误。老年
人空闲时间充裕，因此有的人每天花上两三个
小时做大量训练。但高强度的锻炼，不仅搞得
自己筋疲力尽，还会对关节和肌肉造成一定的
损伤。专家提醒，老年人健身应量力而行，不
可贪多。一般以身体刚刚感到舒适，全身只出
一点毛毛小汗，不出现明显喘气为佳。

健身时间与效果息息相关。研究证明，日
出前和傍晚时分都是空气污染最严重的时刻，
对人体健康不利。而每天上午 6 时至 10 时，被
称为心血管疾病易发的“魔鬼时间”。因此，老
年人最佳的运动时间，应是上午 10 时或下午 3
时左右。这时空气中的氧气浓度相对较高，能
满足锻炼时人体耗氧量的增加。

饭后散步一直是老年人信奉的长寿秘诀，
但近代医学认为，饭后散步会导致功能性消
化不良。吃饱饭后，人的胃处于充盈状态，
这时运动会造成消化道缺血；加上老年人消
化功能减退，饭后散步不利于食物的消化吸
收。专家建议，老年人最好在饭后 40 分钟再
进行活动。

适合自己才最好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身体机能下降，器
官功能开始退化，各种慢性病接踵而至。对老年
人来讲，预防慢性病、延缓衰老并保持身心愉悦
是健身的主要目的。哪些运动更适合老年人呢？

散步可以舒活筋骨、改善血液循环，而且
相对安全。专家提醒，为了不影响睡眠质量，
晚上睡觉前两小时内不要散步。此外，患慢性
病的老年人还需注意一些细节，例如糖尿病患
者不要饿着肚子散步、冠心病患者的步速要慢。

游泳可以达到全身锻炼的效果，也是老年人
理想的锻炼方式。人漂浮在水中，一方面可以放
松紧张的踝关节、膝关节和髋关节；另一方面，水
流和水压也可以起到按摩全身的作用。同时，游
泳时的动作也可以锻炼肌肉的力量。

作为传统体育项目的太极拳，受到越来越多老
年人的喜爱。太极拳动作缓慢，再配合一定频率的
呼吸，不仅能提高身体柔韧性和协调能力、增强心
肺功能，还能缓解焦虑情绪，利于心理健康。需注意
的是，太极拳需专业人士指导，错误的方法会损伤
关节，腿部已有损伤的老年人也不宜练习太极拳。

老年人在选择健身活动时，最忌讳的就是
盲目跟风。90 岁跑马拉松、65 岁秀八块腹肌，
老当益壮固然令人羡慕，但不可轻易模仿。每
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都这么大岁数
了，健身还有啥用？”

“我这年龄，健
身容易骨折吧。”

“年轻的时候都
没坚持锻炼，现在太
晚了。”

谈到健身，很多
老年人容易被各种各
样的顾虑和误解所阻
挡。随着全民健身成
为共识和潮流，中国
老年人对健身的态度
也在逐渐改变，更多
老年人开始动起来，
寻找科学和健康的运
动方式。

图 为 贵
州省铜仁市
松桃苗族自
治县盘信镇
盘塘村山村
幼儿园的孩
子们正在吃
营养餐。

龙元彬摄
（人民视觉）

“厕所问题不是小事情，是城乡文
明建设的重要方面”。11月底，习近平
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旅游
系统推进“厕所革命”取得的成效，要
求坚持不懈推进“厕所革命”，努力补
齐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

厕所问题是涉及百姓生活和国家
建设的大事，不仅事关人民健康和生态
环境的改善，还关乎国家良好形象的树
立。长期以来，我国厕所存在供给不足、

分布不均衡、管理不到位等问题，是社
会文明和公共服务体系的薄弱环节。

近年来，在中央高度重视和关心
推动下，一场“厕所革命”逐步从景区
内扩展到景区外、从城市扩展到农村。
自2015年实施“厕所革命”以来，旅游
业共新建、改扩建旅游厕所 6.8万座。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从 2012 年的
71.7%提高到 2016年的 80.4%，明显改
善了农村环境卫生面貌。

不过，应当清醒看到，与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旅游业快速
发展态势相比，厕所供给的历史欠账
太多，厕所数量质量、管理服务、如
厕文明等仍有不小差距。其中，景区
外厕所落后于景区内厕所、农村厕所
落后于城市厕所、中西部厕所落后于
东部地区厕所等问题还比较突出。

因此，“厕所革命”下一步的工
作应着眼全域，景区、城市、农村一
起抓，把这项工作作为乡村振兴战略
的一项具体工作来推进。要坚持问题
导向，从厕所配备最为薄弱、群众反
映最为强烈的地方入手，因地制宜、
精准施策，科学合理设计厕所位置和
布局。

同时，要研究不同地域厕所运转
配套服务举措，综合运用科技手段保

护好生态环境，拓展公共厕所专业化
管理的新渠道，资源化处理厕所废物，
让“厕所革命”成为发展循环经济的重
要一环，让群众从中更多受益。

需要指出的是，“厕所革命”更
是对传统观念、生活方式和环境保护
的深刻革命，让人们养成文明如厕的
良好习惯是重要目标之一。例如，要引
导人们文明如厕、维护洗手间卫生环
境、保护公共厕所设施等，让人们思想
观念、卫生习惯也来一个根本变革。

总之，厕所问题是一个重大民
生问题。“厕所革命”抓住了影响
群 众 生 活 品 质 的 这 块 短 板 。 接 下
来，我们只有真抓实干，坚持硬件
建设和软件提升齐头并进，才能让
美丽中国的“颜值”更高，人民的
获得感更足。

小厕所
大民生
彭训文

首都新闻媒体射箭邀请赛举行
本报电 （记者刘峣） 首都新闻

媒体射箭邀请赛日前在北京市朝阳
区第二少儿业余体校北京奥乐星射
箭俱乐部举行，来自首都 30 多家新
闻媒体的记者和部分体育工作者、
射箭爱好者参加了比赛。

本次比赛由北京市体育总会主
办，北京市射箭运动协会、北京市民
族传统体育协会承办。北京射箭协会

和射箭企业的人员向参赛人员介绍
了射箭运动和中国传统的射箭文化，
以及射箭运动在北京的普及推广情
况，介绍了这一优秀的传统体育项目
在全民健身中的地位和作用。参赛人
员对这一运动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
随后在射箭老师的指导下，参加比赛
的人员初步领会射箭运动的要领，在
轻松和欢快的气氛中进行了友谊赛。

中国老人爱运动
顾长娟

近日，大众乒乓球技术等级段位考核启动仪式在天津举办。乒乓球爱好者有
机会通过考核获得相应的段位证书，在收获健康和快乐的同时，拥有国球段位。

新华社记者 孙瑞博摄

乒乓球“考级”启动

安徽省合肥市68岁的高壁老人在公园练习跳绳。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