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家们证实，如果药物治疗配合上适当的饮食，就可显著
降低患者第二次心脏病发作或中风的风险。来自加拿大麦克马
斯特大学人口健康研究所的研究小组指出，修正饮食习惯、多以
富含蔬果和鱼肉的健康饮食为主比典型的鸡尾酒疗法更能有效
改善心血管病患的健康状况，能防止心脏病再度发作、中风或死
亡。发表于知名美国心脏协会期刊《中风》上的该研究或许正昭
示着主流医学开始重视健康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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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饮食是防心脏病关键

好丽友儿童

关爱周活动启动

优优特特山山东东特特产产超超市市 山山东东特特产产一一网网打打尽尽
逛优特、买特产，送鲁珍堂自组礼盒

9月10日，好丽友的员工志愿者
们带着对贫困地区小朋友的爱心，
来到了山东省曲阜市尼山镇桑庄小
学，正式开启2013年好丽友儿童关
爱周活动。

好丽友食品有限公司发起以贫
困儿童帮扶为目的的“好丽友儿童
关爱周”活动于 9 月 10 日至 9 月 12

日，分别在山东曲阜、安徽宿州、广
东清远三地开展，通过教室翻修、援
建操场、赞助电教设备，改变贫困地
区孩子们的教育环境，激发孩子们
对上学的热情和对未来的期待，希
望有更多儿童因此受益。

据了解，好丽友儿童关爱周活
动是2012年“仁者践仁”系列公益活
动的延续和改良。一方面，今年的活
动持续关注贫困小学的儿童成长环
境，在物资赞助上因地制宜，解决不
同区域贫困小学的燃眉之需。另一
方面，儿童关爱周在志愿者与孩子
们的互动形式上有了深层次的交
流，该活动以“祝福新开始，向梦想
出发”为主题，号召孩子们在新学期
找到自己的目标，为此制定计划而
不懈努力。

中秋节临近，过节送礼
可谓一门学问，既不能和以
前重复，还要有特色，让对方
满意，想了半天发现要购买
到合适的礼品真的很难。

而山东物产丰富，17市
都有别具地方风味和代表性
的产品，如阿胶、德州扒鸡、
莱芜香肠、周村烧饼、微山湖
湖产、长清木鱼石、泰山玉、
孔子文化礼品……优特山东
特产连锁超市作为山东省内

最大的特产连锁销售企业，
汇集了“山东名优特产”、“中
华老字号”等知名品牌百余
种，“正宗、特色、平价”是最
为显著特点，2300多种商品
全部厂商直供。优特已在济
南、泰安、青岛、威海、菏泽
等城市和京沪高铁(山东段)

全部客站开设了连锁超市
4 0 家，在济南就有大明湖、
泉城广场、大观园、汽车南
站、火车东站、山大路、洪楼

广场等多家分店。中秋佳节
将至，优特不仅推出了全场
礼盒类产品打折优惠，还特
别推出可以让顾客将自己
喜爱的特产单品进行自由
组装的礼盒———“鲁珍堂自
组礼盒”。为方便外地顾客及
不方便到店的顾客，上线了
淘 宝 店 h t t p ： / /
utlysp.taobao.com，现在大家
不必再发愁了，真正做到省
心省力解决送礼难题！

国际认可的第三方独立
检测机构TüV SüD PSB新加
坡实验室9月10日确认，雅培
产品不含肉毒杆菌。此前，新
西兰初级产业部分别于8月12

日和9月5日两次发布专门针
对雅培奶粉的安全确认政府
文件。“雅培自行对有关批次
产品进行送检是基于强烈的
责任感，此检测结果也再次证
明了雅培的三段产品是安全
可靠的。”雅培公司在声明中

说。
据了解，恒天然事件发生

后，质检总局和新西兰初级产
业部已于8月12日确认雅培产
品未使用受到影响的相关批
次浓缩乳清蛋白粉，但雅培还
是主动将相关批次送交国际
认可的第三方独立检测机构
TüV SüD PSB新加坡实验室
进行检测，而新西兰初级产业
部也委托美国及本土相关机
构检测相关批次的浓缩乳清

蛋白粉，最终确认是一场“虚
惊”。

9月5日，新西兰初级产业
部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了针
对雅培产品的安全报告，确认
供雅培产品使用的浓缩乳清
蛋白粉从未受到任何污染，雅
培三段产品是完全安全的。9

月10日，TüV SüD PSB新加坡
实验室发布确认了检测结
果——— 雅培相关两个批次产
品不含肉毒杆菌。又一次证明

雅培的产品是安全可靠的，消
费者们可以放心购买和食用。

8月，雅培中国总经理包
罗杰先生曾进行全国范围的
消费者家访。在家访中，消费
者纷纷表示将继续信赖雅培。
事实证明，雅培负责任的态度
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应。“雅
培公司的反应非常迅速，通过
数据跟踪我们发现，雅培的销
售迅速回升。”乐友孕婴童天
津分公司总经理李胜说。

国国际际权权威威检检测测报报告告显显示示雅雅培培产产品品安安全全

□谢克华

【作者简介】谢克华，正
高级工程师，国务院特殊津
贴获得者。上世纪80年代主
持开发我国第一个降糖中成
药金芪降糖片。自1994年起，
创办天津阿尔发保健品有限
公司并长期担任总经理，开
发生产系列阿尔发无糖食
品。于2011年离开阿尔发，创
办天津珍吾堂食品有限公
司，在多年糖尿病食疗研究
和经验积累的基础上，通过
大量科学研究，开发和生产
满足糖尿病人饮食和营养需
求的珍吾堂特膳系列食品，
让糖尿病人有了可以放心吃
饱饭、好吃有营养、低血糖生
成指数的特膳食品。在本栏
目中，作者将长期积累和汇
编的糖尿病自我保健知识惠
及读者。

糖尿病治疗中最主要的
方法是饮食治疗，通过饮食
治疗可以降低餐后血糖，减
轻胰岛细胞负担，从而保护
胰岛功能，降低空腹血糖。

不少糖尿病患者认为，

饮食治疗就是控制饮食，或
者控制主食食用量，甚至不
敢吃主食。以为只要不吃或
少吃主食就可以控制血糖。
这是一种不正确的认识，这
样做不仅不能很好地控制血
糖，反而会严重影响营养的
摄入，甚至促使并发症的发
生和发展。

米、面等主食中主要含
有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
等，其中碳水化合物占主食
的70%以上。碳水化合物既是
升高血糖的主要物质，又是
人体需要的主要营养成分。
一方面，吃进碳水化合物可
以使血糖升高，另一方面碳
水化合物又是体内必不可缺

的营养成分和能量来源。如
果过分控制主食，虽然暂时
可以控制餐后血糖，但缺乏
营养，会使身体素质下降，长
此以往会严重营养缺乏、消
瘦、乏力，出现严重的低血糖
等，造成体质和身体抵抗力
下降，反而会导致血糖升高，
促使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

如何解决这一相互矛盾
问题？首先不要过分控制主
食，既不要吃得过饱，又不能
少吃或不吃，忍饥挨饿。其
次，要尽量多选择一些含碳
水化合物少的粗粮，如燕麦、
荞麦、小米、玉米等。第三，要
选择一些含膳食纤维多的食
物，如青菜、黄瓜、西红柿等。

每一餐要保证基本吃饱，即
使餐后血糖稍升高一点，也
不能因此过分节食。当然，吃
珍吾堂特膳就是一个很好的
选择，可以做到两全其美。

（下期预告：糖尿病是怎么发
生的）

【珍吾堂特膳】珍吾堂特
膳是根据糖尿病人的特殊需
求开发的特膳食品，分别为
适宜血糖偏高糖尿病人食用
的“全优特膳”，和适合其他
糖尿病人及糖耐量异常人食
用的“五谷特膳”。珍吾堂特
膳含有大量膳食纤维、苦荞
面和多种药食同源成分，并
按照糖尿病人的营养需求添
加各种谷物食品、奶粉、多种
维生素、蛋白质、钙、锌等人
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糖尿病
人吃珍吾堂特膳不仅可以控
制餐后血糖，还可以因饱腹
感强而减少主食的摄入量，
可以放心吃饱饭，抗击饥饿，
还有助于防止低血糖的发
生，起到控制血糖、放心吃
饭、增加营养的特殊效果。全
省大润发、银座、佳乐家等超
市系统有售。

咨询电话：400-022-1819

糖糖尿尿病病饮饮食食治治疗疗不不应应是是单单纯纯控控制制饮饮食食

优特服务热线：400—0808—456

近日，山东省医师协会
泌尿外科医师分会第二届委
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在
济南召开。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
医师协会泌尿外科医师分
会会长郭应禄，山东省医师

协会会长刘玉芹，山东大学
第二医院院长、山东省医师
协会泌尿外科医师分会第
二届委员会主任委员赵升
田以及来自全省 17市、省直
单位推荐的 9 2 名委员参加
会议。参会领导、嘉宾随后

为第二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及副主任委员颁发了聘书，
并奉献了 1 2 场精彩的学术
报告。

会前，经民主投票选举
产生了新一届委员会的主
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赵升

田院长当选新一届委员会
的主任委员，刘玉强、孙立
江、李青、丁克家、卢洪凯、
郝俊文、郭丰富、鹿占鹏、史
本康等 1 2 位同志当选为副
主任委员。

（许守刚）

省医师协会泌尿外科分会二届委员会召开

赵赵升升田田当当选选委委员员会会主主任任委委员员

头疼、牙疼时，吃一片止疼药能
快速缓解症状。但如果用过头，药物
不但无法有效止痛，还可能引起或
加重头疼。

据英国《每日邮报》8月28日报
道，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技术优化
研究所教授吉莉安·岭说：“使用大
量止疼药治疗紧张性头痛，可能给
患者带来更多的痛苦。大家要明白，
不同的疼痛应选用的药也不同。”

频繁使用止疼药，如可待因、对
乙酰氨基酚、布洛芬等，往往导致人
们遭受反复头痛。现有的数据表明，
有1/4～2/3的头痛患者过度使用了
止疼药。使用止疼药越多，越容易发
生耐受。患者再次疼痛时，会使用药
效更强的药。突然停药后，可能引起
反跳性头痛。反跳性头痛发生的原
因目前尚不完全清楚，有研究者认
为，这与过度使用止疼药，影响神经
系统有关，且多发于女性。

英国伦敦偏头痛诊所临床研究
所主任安妮·麦格雷戈解释说：“药
物过量使用会导致你早晨醒来时头
痛，因为这时你对疼痛的耐受度低，
晚上服用止疼药已经没有效果了。
使用止疼药，最好每周不超过2～3

次。服用过于频繁会导致反跳性头
痛。此时，应在医生指导下停服相应
的止疼药。”

我们同时执行多项任务的能
力以及认知控制的能力随年龄增
长直线下降。最新的一项研究显
示，在那些通过在家里玩一种3D视
频游戏来训练的年龄在60岁和85岁
之间的老年人当中，多任务能力和
认知控制都有所提高，所产生的效
果持续六个月时间。该发现表明，
衰老中的大脑也许要比以前人们
所认为的可塑性更强，允许通过使
用适当设计的策略来进行认知增
强。

止疼药用太多

会头疼

视频游戏可提高

老年人认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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