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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无需谈 色变

【健康红绿灯】

绿灯

红灯

开心果是护眼好食物

开心果中玉米黄质和叶黄素
含量共有1160微克/100克， 相对
而言，花生、瓜子等坚果类食品中
的含量大多小于50微克/100克。
玉米黄质和叶黄素 （人眼视网膜
黄斑区域的主要色素）都属于类
胡萝卜素， 对保护视力有很好的
效果。 但开心果脂肪、热量较高，
不宜过量， 每周50克是适宜的。

菠萝蜜含有丰富的植物营养
素，如木脂素、异黄酮和皂甘等，
这些营养素具有一定抗老化性
能；其丰富的维生素C，有助于提
高免疫系统功能。 除此， 高纤维
的含量还利于清除大肠黏膜的致
癌毒素。 但需要注意的是， 菠萝
蜜含糖量高， 糖尿病人不宜吃。

洗筷子正确的方法是先打上
洗洁精， 然后逐根地仔细搓洗，
再冲洗干净、 沥干水后， 放进筷
子筒。 筷子筒要选择透风、 不积
水的， 同时应经常清洗和消毒，
并保持干燥。 另外， 筷子用的时
间长了 ， 出现许多细小的 “凹
槽”， 建议每半年更换一次筷子。

菠萝蜜竟是抗癌明星

据统计 ， 胃病发病率高达
80%， 且呈年轻化趋势。 现在三
四十岁的上班族中胃病患者数量
不断增多， 饮食不规律， 爱吃熏
烤、高盐、辛辣食物，又嗜爱烟酒，
这些不良习惯都会破坏胃肠道的
正常功能，严重损伤胃黏膜， 导
致肠胃疾病，也增加了癌变几率。
因此，这些人应该尤其保护肠胃。

30~50岁肠胃疾病高发

丰台工商分局
开展节前酒类商品专项整治

春节将至， 酒品消费进入旺
季， 为净化辖区消费环境， 保障
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丰台工商
分局科所联动于2017年12月28日
对丰台花乡新发地电商产业园进
行了检查。 在 “红星”、 “牛栏
山”、 “茅台”、 “洋河”、 “长
城” 等商标权利人的配合下， 执
法人员检查了10余家驻场酒类商
户， 在其中3家商户发现涉嫌假
冒的牛栏山白酒24瓶、 红星白酒
14瓶、 长城红酒5瓶。 执法人员
对侵权假冒酒品当场予以扣押，
目前正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丰台分局提醒广大消费者 ，
在购买酒类商品时要注意以下几
点： 一是要到有酒品销售资质的
商家购买。 正规的酒品销售单位
要有商标授权经营文件、 正规进
货票据等资质材料。 二是要提高
侵权假冒酒品辨别能力。 对于明

显超出正常价格的酒品要谨慎购
买。 要仔细观察酒品的外包装，
包装物、 瓶身、 瓶盖多处生产日
期不一致的酒品多为侵权假冒商
品。 三是要提高消费维权意识和
能力。 怀疑所购酒品为侵权假冒
商品时， 要及时到工商部门投诉
举报， 维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

（杨红亮）

洗筷子不要整把搓

反式脂肪酸多见于油炸
食品

北京医院主任医师汪芳介
绍， 肥胖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危
险因素， 而脂肪又是让人变 胖
的物质之一 ， 如何控制住脂肪
的摄入很关键。 我们平时摄入
的脂肪 ， 既有动物脂肪， 也有
植物脂肪， 不同的脂肪来源， 对
人体的影响也不一样。

如果把脂肪作为一种物质拆
解开看， 其主要是由脂肪酸和甘
油组成。 脂肪酸有饱和的， 也有
不饱和的， 其中不饱和脂肪酸因
为化学结构的不同， 再分成顺式
和反式两种。 反式脂肪酸有天然
的， 也有人造的。

天然的反式脂肪酸多存在于
各种奶制品中， 人造反式脂肪酸
则通过植物油的再加工来获取。
由于反式脂肪有独特的风味 ，
且 能增加食物口感 、 延长保质
期， 因此在很多种食品中都会添
加， 如饼干、 面包、 蛋糕、 巧克
力、 炸薯条、 炸鸡、 冰淇淋、 蛋
黄派等。 也就是说我们在超市和
快餐店里买到的随口能吃的东
西， 几乎都或多或少添加了反式
脂肪酸。

人体代谢反式脂肪酸要
七八周

在调动味蕾方面， 反式脂肪
酸确实技艺非凡， 但是也有明显
的 “弱点”。 医师汪芳介绍， 不
饱和脂肪酸对人体是有利的， 但
这更多是针对其中的 “顺式” 脂
肪酸。 我们先看代谢， 顺式脂肪

酸在人体中完全代谢只需1周左
右， 但是， 反式脂肪酸则要7至8
周， 时间跨度相比较而言很长，
这也说明了爱吃快餐和甜点的人
更容易肥胖。

反式脂肪酸的另一个特殊性
还在于， 它能使得血液中的高密
度脂蛋白偏少、 低密度脂蛋白偏
多， 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高脂
血症的发生率。

再者， 过多的反式脂肪酸会
影响细胞膜和激素的顺利合成，
对人体健康不利。 至于反式脂肪
酸与其他疾病， 如糖尿病、 高血
压、 癌症的相关性目前尚无明确
证据， 还需要加大研究的深度。

国人平均摄入水平在合
理范围

汪芳介绍 ， 世界卫生组织
（WHO） 2003年建议反式脂肪的
供能比应低于1%， 反式脂肪的
供能比是指反式脂肪提供的能量
占膳食摄入总能量的百分比， 这
一数值相当于每天需要摄入8400

千焦能量的成年人大约吃2.2克
反式脂肪。

从2003年6月1日起， 丹麦市
场上任何人造脂肪含量超过2%
的油脂都被禁售， 丹麦因此成为
世界上第一个对人造脂肪设立法
规的国家。 2015年美国食品和药
物管理局宣布， 计划完全禁止在
食品中使用人造反式脂肪酸。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的评估结果让大家吃了一颗定心
丸， 中国人通过膳食摄入的反式
脂肪酸所提供的能量占膳食总能
量的百分比仅为0.16%， 即使在
北京、 广州这种大城市居民反式
脂肪酸供能比也只有0.34%， 远
低于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值。

美国反式脂肪酸供能比是我
国大城市的8.3倍、 加拿大为4.1
倍 、 英国为 3.5倍 、 伊朗为 12.4
倍。 我国之所以一直没有出台类
似美国的 “禁止令”， 不是因为
反式脂肪酸本身没有问题， 而在
于国人的摄入水平尚在合理范围
之内。 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这个数据只是平均值。

俄新社日前援引英国 《每日
邮报》 消息称， 哈佛大学一项医
疗研究表明， 长期饮用含糖量较
高果汁的孩子患哮喘几率更高。

研究人员称， 除了已知的肥
胖会导致哮喘之外， 研究发现食
用大量含糖饮料和果糖也会增加
哮喘的患病几率。 但目前专家们
还不清楚糖类是如何诱发哮喘
的 ， 有可能是这些糖类引起炎
症， 进而影响肺部健康。

研究人员调查了1068名母亲
及其子女的饮食情况、 孩子健康
信息。 研究结果表明， 77%经常
食用糖类食品的孩子更容易患哮
喘。 此外， 怀孕期间食用含糖饮
料也会影响孩子的呼吸系统。 此
前曾有科学家发现女性比男性更
容易患哮喘， 因为女性的雌性激
素不能消炎， 也不会像睾酮那样
可以减缓粘液释放。

（杨丽萍）

含含糖糖饮饮料料喝喝太太多多
易易导导致致儿儿童童患患哮哮喘喘

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与饮食习惯有很大的关联， 合理的饮食原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心血管
健康。 提及健康饮食， 大家都会想到限盐、 少油、 多青菜。 北京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 主任医师汪芳
介绍， 近期有很多研究报道聚焦在了一种大家并不陌生的 “新” 物质上： 反式脂肪酸。 那么， 反式脂肪
酸真的会明显增加心血管病风险吗？

油脂氢化过程是反式脂肪酸
的主要来源， 氢化油脂在标签配
料表中常见的表述形式包括以下
几种： 氢化植物油、 部分氢化植
物油 、 氢化棕榈油 、 氢化大豆
油、 植物起酥油、 人造奶油等。
因此， 消费者购买包装食品时，
若配料表中包括上述成分， 要多
留意标签上的营养成分表， 可以
选择不含反式脂肪酸或反式脂肪
酸含量较低的食品。

2013年我国实施的 《预包装
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规定， 如食
品配料含有或生产过程中使用了
氢化和 （或） 部分氢化油脂， 必
须在食品标签的营养成分表中标
示反式脂肪酸含量。 同样标准中
还规定， 如果100克食品中的反
式脂肪酸含量低于0.3克就可以
标示为 “0”， 所以标为0不等于
不含反式脂肪酸。

除了上述关于标签的规定
外，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儿
配方食品》 （GB 10765-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较大婴儿和
幼儿配方食品 》 （GB 10767-
2010） 、 《食品安全 国 家 标 准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 》 （GB
10769-2010） 和 《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婴幼儿罐装辅助食品 》
（GB 10770-2010） 均规定 ， 不
应使用氢化油脂 。 GB 10765-
2010还对反式脂肪酸的最 高 限
量 做 了 规 定 ， 不 得 超 过 总 脂
肪酸的3%。

我国反式脂肪酸供能比较低

如何通过配料表
营养标签看反式脂肪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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