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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
当从惠民始

□ 祝芸生

康健言康健言

一周新知一周新知 健康贴士

从“美丽中国”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
到“健康中国”首现政府工作报告，体现了
一种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也切实反
映出人们对身体健康，国家昌盛的期盼。
目标已经提出，落地尤为关键。然而，面对
当下凸显的医疗卫生问题，仍需跋涉“最后
一公里”。

悠悠民生，健康最大。医疗卫生事业
发展关乎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也关系
着社会和谐稳定。打造健康中国，简单来
说就是不仅要让老百姓看得起病，还要少
看病。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患病
不可避免，但治病事在人为，群众是实现中
国梦的基础，切实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医
疗需求，不断去除看病难、看病贵、医患纠
纷等沉疴，方能助推梦想实现。

当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不能简单立
足于多建医院、多聘医生等机械举措，必须
认清形势，精准发力。因此下一步改革，要
着力解决医患关系持续紧张、城乡医疗资
源配置不均衡、“以药养医”现象仍广泛存
在等突出问题，加快健全基本医疗卫生制
度、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高医疗卫生
服务水平等，让每一位公民都成为“健康中
国”的受益者。

解决了“能看病”，还得让百姓“少看
病”。百姓健康，方能“健康中国”。国务院
早已颁布《全民健身计划》，将全民健身提
高到了战略高度。因此，从硬件上加强我
国居民的运动设施建设，从软件上提高我
国居民的健身意识，是助力“健康中国”的
重要一步，必须坚持不懈地走下去。

健康中国是一个长期目标，全社会都
应该提高认识，并自觉行动起来。从个人
角度来看，改变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
习惯尤为重要；从政府层面来说，不断提高
医疗水平，满足群众医疗需求仍是重中之
重。唯如此，“健康中国”才能由梦想转化
为现实。

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破除以
药补医，降低虚高药价，合理调整医疗服务
价格，努力减轻群众负担。健康是群众的
基本需求，我们要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水平，
打造健康中国。

（ 3月6日《人民日报》）

吃黄芥末，缓解灼烧感 少量的黄芥末
有利于恢复胃酸平衡，因为黄芥末属碱性
食物，可中和胃酸，只需要一勺黄芥末，即
可缓解烧心。

吃芦荟，减缓消化道壁发炎 芦荟中含
有芦荟素和芦荟大黄素，具有消炎、镇静的
效果，是常见缓解烧伤、轻微割伤的天然药
材。其实芦荟对缓解消化不良也十分有
效，有助减缓消化道壁发炎症状。

喝甘草茶，促进胃壁愈合 由甘草、薄
荷、甘菊组合而成的花草茶，对缓解严重消
化不良症状非常有效。其中又以甘草对胃
壁发炎症状的愈合作用最佳，能抑制胃部
有害菌的生长。

喝小苏打水，平衡胃酸 小苏打中的碳
酸氢钠会与胃酸发生反应，转化为无害的
氯化钠、二氧化碳和水。但是，小苏打水只
能少量摄取，饮用过量可能会刺激胃壁，造
成损伤。

嚼口香糖，中和胃酸 美国维克森林大
学一项新研究发现，咀嚼口香糖的动作以
及碱性的唾液能将反流的酸性液体“推回
去”，提高食道及咽部 pH 值，从而中和胃
酸，减缓烧心的感觉。

（秦 誉）

美食当前，令人难以抗拒，但暴饮暴
食可能会引起泛酸、呕吐甚至胃溃疡等
不适。专家表示，疾病来袭可以通过六
个自然调理方法，来缓解烧心等消化不
良症状。

饮食调理饮食调理
缓解肠胃不适缓解肠胃不适

鲜材实料，绿色健康
一直以来，选购绿色食

品是许多消费者的养生原
则。然而，为了提高作物产
量，农药、化肥、激素等农资
化工品不断用于作物生长，
产品健康水平令人堪忧。

为了确保大米和食用
油等原材料符合纯天然和
绿色有机标准，优米油在
永修县、万年县等地建立
了数个高山粮油种植基地
和合作种植基地。这些粮
油原料产地均为世界气象
组 织 划 定 的 粮 食 种 植 区
域，地处群山之中，远离城
市雾霾和工业污染，种植
时施用农家肥，不使用农
药、化肥等化工农资产品，
产品原汁原味。

优米油配置了国内先

进的粮油加工设备，消费者
可以在店内现场选料、当场
检测，亲眼目睹大米和食用
油加工的全过程。

现场碾磨，眼见为“食”
现如今，“新鲜”一词普

遍成为公众认为食物是否
健康的标准。然而，现在，
稻谷往往经过多道加工程
序和流通环节后，才能进入
家庭摆上餐桌。人们无法
目睹大米的整个加工过程，
一些不法之徒恰恰利用这
一点，以次充好，进入市场
出售，严重危害消费者的健
康。即使是正规渠道的米，
时间长了，营养价值也会流
失。

为了改善人们传统的
食米状况，优米油引进了全

套先进的碾米设备，将带壳
稻谷现磨现卖，把稻谷变成
鲜米的全部过程完全展示
给消费者。加工出来的米
新鲜安全，而且还可以保留
营养丰富的胚芽。

优米油店内的米坊车
间主要加工生产糙米、胚芽
米（大米原料为黄花粘、外
引7号、稻花香、香晚籼等优
质稻谷），以满足消费者的
不同需求。

当场压榨，优质可靠
目前我国的食用油主

要有化工浸出与物理压榨
两种制油工艺。其中 80%
以上的食用油厂家都采用
了化工浸出法，只有不到
20%的食用油采用了压榨
工艺。浸出油在生产过程

频繁与化学物质接触，会有
轻汽油中的化学物质残留
（如重金属等），味道较淡，
口感较差，没有多少营养成
份。压榨油为纯天然制取，
生产全过程不与任何化学
物质接触，保留油料的原汁
原味，香味浓、口感好，更
安 全 、更 营 养 ，但 出 油 率
低，市场售价略高。

优米油店内的油坊车
间主要生产加工山茶油、花
生油、菜籽油、芝麻油，均采
取压榨法，当场压榨，当场
加工，消费者可以透过玻璃
或通过视频监视全部生产
过程。食用油原材料均来
自公司的粮油种植基地或
合作基地，纯天然、无污染，
消费者亦可当场检测。

（边文婷）

米油调补 吃出健康
一直以来，食品安全问题已连续多年成为全社会的舆论热点。作为我们日常主食的大米和食

用油，其安全历来是百姓关注的焦点。
我们天天吃米、油，却不一定了解米、油的健康知识。随着人们的养生意识逐渐提高，越来越多

的人开始意识到食用新鲜米、压榨油对健康的重要性。
为了让广大消费者吃上放心米、健康油，江西省优米油社区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米油”）

于今年 2月 1日始，在南昌市红谷滩新区设立健康体验店“品鲜坊”，采取新鲜实料，现场加工的方
式，把米、油的制作全过程完全展示给消费者，让消费者眼见为“食”，传播现代养生新观念。

竹菜板易藏甲醛
选购要留心

从家具、地板到墙壁油漆，人们对甲醛的防范无处
不在。近日，就连切菜板也深陷甲醛危机。

据报道，在接受检测的5款不同价位的竹菜板中，
有 1款里面填充的是木质细末，经检验，5个样品菜板
都不同程度地释放出了甲醛，其中 4 款竹制板芯的菜
板甲醛释放量在 0.4~0.6 毫克/升之间，而中间为木屑
填充的菜板甲醛释放量较高，为5毫克/升。

竹菜板之所以会释放甲醛，主要是因为现在的
竹菜板大多由很多小竹子拼接而成，而拼接过程中
用于粘合的胶水不可避免地含有甲醛。此外，一些
人造的纤维板，都是将一些小细木用胶压合而成，甲
醛含量更多。购买竹菜板，建议尽量选择大品牌、环
保信誉好的，其拼接时所用粘合胶的甲醛含量可能
会低一些。

结伴去散步
减压效果更好

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科学家从英国“为健康而散步”
组织中选取了近两千名成员，对他们的健康状况进行
了分析。结果发现，集体户外散步能帮助减压，甚至大
大降低患抑郁症的风险。密歇根大学副教授莎拉·瓦
博指出，遭遇失业、患上重病、失去至爱等生活事件会
让人心情压抑，但这些人结伴参加户外散步后，心情有
明显好转。散步是一种廉价、便捷、低风险的运动形
式，并且是压力的克星。参加户外散步活动不仅给日
常生活提供积极能量，而且给患有严重心理疾病（如抑
郁症）的人提供了一种非药物治疗方法。

（张芬芬）

““315315””特别策划特别策划

关注食品安全 保障公民权益
本周日是“国际消费者

权益日”。又是一年“315”，
不知今年又有哪些问题产

品、黑心企业被曝光，但问

题食品应该榜上有名。

一直以来，国人被食品

安全问题所困扰，“只买贵

的，不买对的”等错误理念

也随之产生。专家表示，在

食品安全问题仍没有充分

解决的当下，增强自我保护

意识，培养科学饮食习惯、

增长食品辨别知识尤为重

要。若不慎食用问题食品，

不要意气用事或忍气吞声，

要主动维权，并积极配合政

府部门严厉打击食品安全

违法行为。

80%的致命性危害
与饮食不安全有关

分清食品添加剂
与非法添加物

在我国，90%左右的人认为食品安全
问题是食品添加剂所造成的，但很多人
把非法添加物误认为是食品添加剂。专
家表示，食品添加剂与非法添加物不同，
人们要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分清两者的
区别。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有以下几点需要：
首先是为了改善食品品质。以婴幼

儿配方奶粉为例，许多婴幼儿奶粉中正是
因为添加了符合标准的食品添加剂，才能
最大程度地接近母乳成分。

其次，使用食品添加剂是食品防腐
的客观需要。很多消费者对防腐剂表示
反感，但如果食品中没有防腐剂，那么有
害的微生物就会迅速繁殖，而有害微生
物污染恰恰是造成食品安全问题的第一
大杀手。

此外，食品添加剂可以起到让食品保
鲜、改善食品色香味、满足食品加工工艺
等需求。例如可乐里面一定含有咖啡因，
因为没有咖啡因成分的话，就不可能称之
为可乐。从毒理学角度看，不少食品添加
剂的确有毒，如卤水，但食品添加剂本身
有毒与添加了食品添加剂的食品有毒绝
对是两回事，主要区别在于食品添加剂的
使用量。

专家表示，食品添加剂只要合法使
用都是安全的，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
害，因此，一定要监管好食品添加剂的
使用，违法使用，超量、超范围使用都有
可能带来风险。要规范好什么样的食
品添加剂能用，以及使用剂量和使用范
围。如果在规范之外，就是非法添加。
三聚氰胺、苏丹红这些都是非法添加
物，人们不能把非法添加物与食品添加
剂进行混淆。

酒、水产品、熟食 当心三大不安全食品

曾有数据表示，熟食、
水产品和酒类是百姓眼中
的三大不安全食品。

酒
首先，白酒、红酒和啤

酒自身都存在危害性，过量
饮用会损害健康。其次，由
于市场监管不严，产品良莠
不齐，一般人难以分辨真
伪。饮用劣质酒时，身体出
现很多不良反应往往被误
认为是酒精反应，实际上很
多是其他危害因素的反应。

那么，在喝酒时如何分
辨哪些是危害因素的反应
而不是酒精的反应？专家
表示，最典型的区别就是后
脑头痛。一般我们喝酒过
量后感觉头晕，或比较兴

奋，或喝太多了呕吐，这些
都是醉酒的反应。但有的
时候是喝酒时没有任何不
良反应，但过了一两个小时
之后，头疼难忍，这就可能
是酒的质量有问题。

水产品
水产品最大的问题是

极易腐败，器官颜色也容易
发生变化。比如，新鲜的虾
是白色或灰色的，死亡后一
段时间就会变黑，但大家不
太注意这种情况，因为商家
加了很多添加物来处理。
除了颜色的变化，死亡后的
水产品也容易产生异味，为
了克服这些异味，商家也会
添加很多东西。此外，有些
水产品养殖规模比较小，为

了扩提高产量，在养殖过程
中随便添加有害物质的情
况也很常见。

熟食
许多人喜欢购买熟食，

但又不知现场制作的熟食
和 包 装 的 熟 食 哪 种 更 安
全。专家表示，一般来说，
保质期越长的，风险越高。
现场制作的食品一般立刻
会进行消毒杀菌的处理，至
少能保证致病微生物含量
很低。另外，现场制作的食
品一般售卖时间较短，不需
要采取较为严格的防腐措
施，不需要添加防腐剂。综
合以上因素，现场制作熟食
的风险要比包装熟肉食品
小一些。

买到不安全食品 你该怎么办

食品问题层出不穷，面
对人人都有可能遇到的食
品安全问题，专家表示，保
存有效证据是成功维权的
保证，消费者买食品时最好
都要保存相关票据。当发
现食品有问题时，要将其封
存，并及时投诉。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
务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
的应赔偿损失，与消费者有
约定的，按照约定履行，类
似“假一罚十”等宣传语即
可视作这样的约定。

专家提醒，买到问题食

品后，一般可这样维权：在
第一时间拿着食品和票据
与商家协商解决；解决不成
可打12315，请工商调解；如
果问题严重，要及时到医院
检查身体，并保留相关检验
资料；对调解不成的严重侵
权行为，可考虑起诉。

购买食品讲原则

想要防止买到问题食
品，最好在购买时就能发
现。为提高消费者购买食
品时的辨别能力，确保食品
消费安全，专家提醒广大消
费者在购买食品时要掌握

“六要”、“五不要”原则。

“六要”原则
一要看证照 看食品经

销商是否具备营业执照、卫
生许可证及所售食品检验
合格证明等相关证件。

二要看包装 看包装有
无破损或外漏；包装装潢的
文字、图案印刷是否工整清
晰；进口食品是否有中文标
识、检验检疫证明等。

三要看厂名 看包装上
生产企业的名称、地址、邮
编、电话等是否齐备、详细。

四要看日期 看食品是
否标注了生产日期和保质
期；是否有提前标注生产日
期或涂改、伪造生产、保质

期限等问题。
五要看文号 看食品是

否注有卫生批准文号、生产
批准文号、食品标签认可编
号等资质批准文号。

六要看标志 看食品是
否有产品执行标准（“GB”
开头是国家标准、“DB”开
头是地方标准、“Q/”开头
是企业标准）、成分配料、质
量等级、净含量、进口食品
的“CIQ”等标注；“QS”标
志为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
入标志。

“五不要”原则
不要购买添加剂超标

的食品 谨防“甜味剂”、“着
色剂”、“防腐剂”等添加剂
超标，如外表有潮润、发黏、
发霉以及过白、过红、变绿、
变黑等非正常颜色的食品
不要购买。

不要购买杂质污染的
食品 注意食品中是否混入

沙粒、发丝等杂物；不要购
买散装销售的没有防蝇、防
尘设施的熟肉制品、凉拌菜
等食品，以及售货员未按卫
生要求配戴手套、口罩等销
售的食品。

不要购买分量不足的
食品 防止称重的食品缺斤
少两、掺入水分或以包装物
等其他成分充重；定型包装
的食品应验证标注重量与
实际重量是否一致。

不要购买价格偏低的
食品 购买食品要尽量选择
合法正规、信誉较好的经销
商和食品品牌；同品牌、同
规格、同重量价格明显偏低
的产品要慎重购买。

不要忘记索要购物凭
证 购买食品尤其是直接入
口的熟食品，一定要索取并
保留好发票或收据，以备发
生消费纠纷时举证。

（本报综合）

专家表示，日常生活中 80%致命性的
危害可能都跟饮食不安全有关。

现如今，进行现代化商品生产，不含
添加剂几乎不可能，除非自己饲养、自己
种粮，食品都由自己加工。许多方便食
品，或者需要在色泽、风味方面有所提高
的食品，往往都需要加入添加剂。

若食用不洁食品，一般来讲，可以简
单地辨别出一些常见的不良症状，比如头
痛、颈脊椎难受、口腔里的各种不良反应、
肠胃疼痛等。

专家提醒，许多人不会把一些不良
反应与食品安全挂钩，这是很危险的。
比如颈椎病，谁也不会把它和食用不洁
食品联系在一起。其实这中间的关系十
分密切，哪些组织承受的损伤大一些，就
比较容易反映出症状，可能反映在手指
上、腰上，或是其他部位，但其往往都跟
饮食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