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帮助别人 健康自己

记者： 为什么要设立世界献
血者日？

张主任： 在日常医疗中无论
是有计划的治疗还是紧急干预，
血液都是重要资源。 血液不仅有
助于罹患危及生命疾病的病人延
长生命并提高生活质量， 同时还
能支持复杂的医疗和外科手术程
序。 血液对于各种紧急情况时的
伤员治疗也至关重要。

输血是紧急卫生保健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 紧急情况增加了
输血需求， 加大了血液运输的困
难和复杂程度。 在紧急情况下确
保充足的血液供应就要有组织良
好的血液服务， 这只能通过让整
个社区和献血人群全年坚定参与
自愿无偿献血来得到保障。

记者： 今年活动的主题与口
号是什么？

张主任： 在遇有危机或紧急
情况时， 人的自然反应是 “我能
做什么？ 我如何提供帮助？” 因
此， 2017年的活动口号是： “你

能做什么 ？ ” 辅助宣传内容为
“献血。 现在献血。 经常献血”。

这次活动强调每一个人在紧
急情况下的作用， 即通过献出宝
贵的血液礼物来帮助别人。 活动
还强调， 定期献血十分重要， 这
样在紧急情况出现之前就已经有
足够的血液储备。

记者： 献血会对身体造成什
么不好的影响吗？

张主任： 一个成年人的总血
量约为4000-5000毫升。 献血的
体重标准定在男性为50公斤、 女
性为45公斤 。 一个人一次献血
200-400毫升， 只占总血量的5%
-10%， 再加上抽出的是外周血
管的血， 人体会自动将原来贮存
于脾脏、 肝脏等内脏里的血液释
放到血管中 ， 保持恒定的血容
量 ， 献血后失去的水分和无机
物， 1-2个小时就会补充上； 血
浆蛋白质， 一两天内就能得到补

充； 血小板、 白细胞和红细胞也
会恢复到原来水平。 故献血不会
影响献血者的健康。

所以说 ， 健康人按规定献
血， 对身体不会有任何影响。 献
血后， 人体的造血组织会自动加
速造血， 一般经过半个月就能恢
复到原来的水平。 人体血液中的
含铁过高会明显增加患心脏病的
危险， 而适量献血恰恰可使血液
中的铁含量大为降低。

记者： 如果大家想献血能否
就近找一家医院就行？

张主任： 现在一些媒体或电
视剧会给人以误导， 以为只要是
医院就可以献血， 实际上我国有
明确的法律规定， 只有国家认可
的具有资质的采供血机构才具备
采血能力。 采供血机构是一个有
效的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使病人获得数量充足的安全血
液和血液制品。 确保安全和充足
的血液供应就需要发展以自愿无
偿献血为基础的全国协调有序的
输血服务。

记者： 如果个人想去献血 ，
应该怎样准备？

张主任：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
需要准备的， 只要是平时身体健
康的适龄公民， 携带自己的身份
证就近到无偿献血点献血即可，
注意调整心理不要紧张， 清淡饮
食， 好好休息。

我们总结了6个提醒来确保
血液质量达标： 休息好，保睡眠；
讲卫生，清洗肘；读科普，莫紧张；
喜食素，忌饮酒；吃早餐，勿空腹；
不粗心， 带证件。

■生活资讯

我们通过对比含糖饮料和无
糖饮料上的标签可以看出， 这些
无糖饮料确实和常规饮料不同，
常规饮料配料加入了蔗糖 (白砂
糖 )、 果葡糖浆 ， 或高果糖玉米
糖浆等， 而这些无糖饮料采用的
是代糖， 加入了阿斯巴甜、 甜蜜
素、 食用糖精、 安赛蜜之类的甜
味剂。

零卡路里真的就一点热
量也没有？

其实不然 。 以阿斯巴甜为
例， 阿斯巴甜的热量每克只有4
卡， 由于阿斯巴甜的甜度接近砂
糖的甜度的200倍， 一瓶大概有
60g左右的糖的饮料中， 如果用
阿斯巴甜来代替 ， 用 0.3g就够
了。 所以每瓶代糖饮料的热量几
乎可以忽略不计。

在我国的食品包装标准中 ，
饮料每100ml含糖量低于0.5g时
(即每100ml热量不超过4卡)， 可
以在外包装上标注零卡， 因此我
们在市面上见到了许多零卡路里
的饮料。

无糖饮料热量少就可以
畅饮了？

既然每瓶无糖饮料的热量可
以少到忽略不计， 是不是就可以
畅饮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

这是因为甜味剂会增进食欲
和对甜食的渴望， 喝无糖饮料的
时候， 由于人工甜味剂的存在，
舌头感到甜味， 会引发身体产生
反应， 使身体处在摩拳擦掌准备
接受和消化食物的备战状态。 饮
料下咽后， 身体触到甜味， 消化
道里食物开始被消化吸收。 由于
体内分泌了各种生物信号， 促使
身体感到饥饿。 这种饥饿的感觉
会激起对其他含糖食物或者零食
的兴趣。 因为自己喝的是零卡路
里的饮料， 所以放纵自己再吃一
点零食也不是问题， 于是一小块
蛋糕或几片饼干就轻松下肚了。

许多动物实验和人体实验都
已多次证明这种人工甜味剂能促
发神经反应和调节， 导致对于甜
食的渴望和饥饿感， 因而摄入过
量食物而导致肥胖。

总之， 过量摄入糖对身体有
害， 过量摄入加入甜味剂的饮料
对身体同样有害， 有很多科学证
据指出过量摄入甜味剂对健康有
负面影响， 所以为了健康， 日常
生活中既要减少或者避免含糖饮
料的摄入， 也要减少或避免以代
糖制作的无糖饮料的摄入。 当口
渴的时候， 一杯水， 永远是最好
的选择。 （茜茜）

□本报记者 陈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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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工商分局指导花乡奥莱村
规范化开展商标管理工作

平时去农贸市场买菜， 有时
候会看到商贩往生菜、 空心菜、
油麦菜等青菜上喷水， 整个蔬菜
看起来新鲜极了， 颜色也绿油油
的。 但事实上， 这些 “洗过澡”
的青菜营养却有损失。

对于蔬菜水果来说， 越新鲜
的营养越好。 但如果蔬菜早上没
有卖出去， 商贩不断地给青菜喷
水 “洗澡”， 虽然看起来比打蔫
的蔬菜好看， 但水溶性维生素却
被冲走了。

B族维生素 、 维生素C都属
于水溶性维生素， 它们有三个特
点： 首先， 其溶于水， 也容易在
水溶液中被破坏； 其次， 在高温
下容易破坏； 另外， 水溶性维生
素在体内不储备， 多余的会由尿

排出。 就拿维生素C来说， 在食
物解冻或浸水、 烹煮时都会有损
失， 损失甚至高达90%。

由此可以看出， 水溶性维生
素特别 “娇气 ” ， 给青菜不断
“洗澡” 或者买回家后长时间在
水里浸泡， 都会让这些维生素随
之流失， 营养价值降低。 因此，
别买 “洗过澡” 的青菜， 新鲜蔬
菜买回家后用流水冲洗， 先洗后
切、 急火快炒、 炒好即食， 尽量
减少营养素的损失。

(王静)

“无糖饮料”真的更健康？

别买
洗洗过过澡澡
蔬菜

ddee

每年的6月14日， 世界各国都会庆祝世界献血者日， 通过这
个活动来提高人们对需要获得安全血液和血液制品的认识， 同时
感谢献血者献出的可挽救生命的血液礼物。 记者连线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输血科主任张颖， 听听张主任给我们好好介
绍一下关于献血的那些事儿。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康复医院

健康在线
协协 办办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
输血科主任 副主任检验技师

张颖

本期专家

公

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
育促进法》和《北京市民办职业技
能培训学校管理办法（试行）》，经
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批准， 自 2017 年 4 月 27 日
起， 北京市化工职业技能培训学
校终止办学，特此公告。

丰台区花乡奥莱村近日开
始 营 业 ， 奥 莱村入驻的服装 、
餐饮、 娱乐等品牌商铺陆续开始
经营， 为给消费者营造一个安心
放心的消费环境， 丰台工商分局
立足自身职能， 因地制宜加强新
设立奥莱村的监管。 近日， 丰台
工商分局执法人员在了解奥莱村
商标管理方面的需求后， 走进奥
莱村， 实地考察， 指导奥莱村如
何更规范开展村内商户商标管理
工作。

一是在村内积极推行商标授
权经营制度， 构建商标保护长效
机制。 通过建档、 严格审查、 定

期核验等方式， 保证商标授权经
营制度的严格落实。

二是要求入驻商户规范商标
使用， 加强商标督导。 仔细检查
商户的商标使用情况， 杜绝以未
注册商标冒充注册商标、 所使用
商标与注册证有出入等商标使用
不规范， 甚至违法现象的发生。

三是做好村内企业服务， 帮
助企业及时注册商标， 推进自身
品牌建设 。 及时将使用在宣传
册、 建筑物上的公司标志注册为
商标， 并加以培育和保护， 通过
实施商标品牌战略， 推动企业增
强核心竞争力。 杨红亮

世世界界献献血血者者日日：：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懂得过
多食用糖对身体的坏处， 所以
在关于吃的选择上格外注意。
于是各种无糖饮料应运而生，
很多人觉得这些标注零卡路里
饮料不含糖， 可以放心地喝，
事实真的如此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