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卫组织曾调查 23 个国家
人口的死亡原因得出结论：糖的
危害，甚于吸烟。研究显示，饮用
含糖饮料越多，早死风险就越大，
其中男性高达29%，而女性更是
高达63%。

一时间，“糖”变成了万恶之
源，戒糖、抗糖逐渐风行起来，许
多人甚至不吃主食、不碰一点
糖。专家指出，糖是人类最主要
的能量来源，其对人体的重要程
度是其他营养物质不能代替的，
尤其是大脑几乎只能利用葡萄糖
供能。“限糖”并不代表不吃糖，

“减糖”不代表减主食，而是“会吃
糖、管理好该吃多少糖”。

世卫组织建议，人们应该将
每日糖分摄取量控制在总摄取量
的10％-5%以下，成年人每天添
加糖摄入量不超过 50g，最好控
制在25g（6茶匙）以下。因此，日
常生活中我们应养成良好习惯，
少吃“游离糖”，小心“隐形糖”，
减掉“添加糖”，科学控制糖的摄
入量，避免“高糖”危害。

谷类、薯类、部分豆类都是糖
类最主要的膳食来源，一些坚果也
是糖类的良好来源，蔬菜、水果里
也含有少量糖分；还有一大部分

“糖”强调的是“游离糖”，并不包括
新鲜水果和蔬菜中的内源性糖。

“游离糖”包括由生产商、厨
师或消费者在食品中添加的单糖
和双糖以及天然存在于蜂蜜、糖
浆、果汁和浓缩果汁中的糖分。
大家喝的含糖饮料中的糖，制作
糕点时加的糖，烹调时加的糖等，
这都属于游离糖。

“高糖”饮食有哪些健康隐
患？

相比脂肪和蛋白质，糖类能
够快速提供能量，是体内能量供
应的首选。但如果糖摄入过量，
不仅会影响体内脂肪的消耗，而
且无法及时消耗的部分会转化为
脂肪，又可促进胆固醇血症, 易导
致肥胖和动脉硬化；过度摄入亦
会使血糖快速上升，增加胰岛素
负担, 容易诱发糖尿病；糖还会影
响人体吸收钙、维生素类等物质，
易造成营养不良、骨质疏松等。

儿童若吃甜食过多会造成骨
折率上升，龋齿率增高；高糖饮食
也是近视的相关危险因素。另外
大量研究还证明，经常吃甜食，皮
肤会比较油，容易长青春痘和长色
斑，易得脂溢性皮炎，产生头皮屑。

不要把“减糖”曲解成“减主
食”

糖类是人类最主要的能量来
源，其对人体的重要程度是其他营
养物质不能代替的。它在体内能

够被消化为机体可直接利用的葡
萄糖，快速为人体提供能量，尤其
是大脑几乎只能利用葡萄糖供能。

很多人一说要限糖，就开始
减少主食摄入量甚至不吃，这是
一种错误的曲解。健康人群需保
证每天主食的摄入量在 250～
400 克，包括杂粮、谷类、薯类
等。不吃主食的做法容易造成机
体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造成糖
类供能不足，影响人体多项生理
活动，甚至会影响脂肪代谢，严重
时产生酮症酸中毒。

而且糖分摄入严重不足，若一
旦动用到蛋白质来供能，势必要消
耗肌肉、肝脏、心脏和肾脏中的蛋
白质，会对人体造成严重危害。

小心“隐形糖”，减掉“添加
糖”

我们说的减糖，指的是建议
人们减少食物中添加糖的摄入，
但并不包括天然水果中的糖和主
食中的天然碳水化合物。

添加糖是指人工加入食品中
的糖及糖浆，包括单糖和双糖，常
见的有蔗糖、果糖、葡萄糖等。日
常生活的白砂糖、绵白糖、冰糖、
红糖都是蔗糖，也就是添加糖。
添加糖还隐形在饮料、糖果、面
包、点心、饼干、能量棒、果酱、果
冻、蜜饯、雪糕、冰激凌、速冲糊粉
等大量食品中。

膨化食品如薯片、虾条等也
是“隐形糖”和“添加糖”的最大藏
匿者。这些食物中含有大量糖，
并且淀粉糊化后会转化为更多糖
分。这些食物都可能让你每天不
知不觉摄人过多糖量，应谨慎购
买食用。

除了这些容易被觉察到的甜
味食品，在餐馆的很多菜中，糖也

是必不可少的调料。如一份葱烧
海参也许要加糖15-25克，红烧
排骨、红烧鱼、鱼香肉丝也要加
25-30克，红烧肉要加40～50克
糖。而其他加工肉制品，如人们
爱吃的肉脯里也含有不少糖。

学会看营养标签，管好该吃
多少糖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规定，各种配料应按照加入量的
递减顺序排列。当哪个产品中的
糖在配料表中排得越往后，糖含
量就越低。如果白糖、砂糖、蔗
糖、果糖、葡萄糖、糊精、麦芽糊
精、淀粉糖浆、果葡糖浆、麦芽糖、
玉米糖浆等字眼排在成分中的前
几名，就是含有“隐形糖”的食物，
一定要适量摄取。

“限糖”不代表不吃糖，而是
“会吃糖、管理好该吃多少糖”。
因此，日常生活中我们应养成良
好习惯，科学控制糖的摄入量，避
免“高糖”危害。

相关链接
高糖危害远超你的想象
许多人一直以为，自己的肥

胖，是吃多了卡路里或运动太少
造成的。我们曾一度关注低脂，
却忽略了高糖的危害。美国权威
专家曾在《自然》杂志上公开提
出：糖就像烟草和酒精一样，是一
种有潜在危害且容易上瘾的物
质，摄入多了如同慢性自杀。

因为吃糖会让你越来越开
心，从而吃上瘾，让你不断吃糖满
足自己的欲望。而你的身体，已
经在无形中遭受了从内而外、从
上到下的全方面伤害。

研究发现，富含果糖的玉米
糖浆会直接促进肿瘤生长，而玉

米糖浆正是可乐等含糖饮料中的
主要成分之一。这意味着，如果
肠道在不知不觉中癌变，人喝了
可乐等含糖饮料，等于在间接“喂
食”癌细胞，癌细胞将长得更快。
由此可见，含糖饮料对健康的危
害，远超你的想象。

为了弄清楚糖对身体的影
响，2017 年澳洲导演达蒙·加梅
乌决定把自己当小白鼠做实验。
他连续 60 天，每天吃 40 勺（约
160g）糖，这个量是按照澳洲居
民摄入糖分的平均水平来定的。
而且这40勺糖全部都来自果酱、
果汁、早餐奶、低脂酸奶这些公认
的健康食品，而不是巧克力、冰激
凌、可乐这样的含糖量高的食品
（食品中自身含有的糖通常被认
为是健康的，甜品、巧克力、冰激
凌和饮料是不健康的，而果汁、麦
片、酸奶以及大量的“光”产品却
是无害的。）并且，他依然保持着
之前的锻炼量，每周两次绕着花
园跑三圈，每天在自家室内健身
房做十分钟健身。

实验结果令人无比震撼:最
明显的，就是体型改变，60天后
他的体重猛增 17 斤，腰围暴涨
10cm，肚子上这些全是有害脂
肪。由于大量食用糖，扰乱了新
陈代谢，不久他的脸上长出了粉
刺。而看不见的才是最可怕的，
仅仅一个月，一种名为ALT的激
素（肝脏最常用的敏感指标，它水
平高低与肝脏损伤程度呈正比）
就从低于20的健康值，一跃超过
健康线。专家团队给达蒙体检后
表示，他不但有了脂肪肝，而且可
能导致胰岛素耐受，极易患上糖
尿病，还有诱发心脏病的可能。

“限糖”并不代表不吃糖
避免“高糖”饮食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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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听到带过孩子自认为有
经验的人说，宝宝穿盖得好不
好，会不会着凉，摸一摸“脖子”
后面就知道了，如宝宝“脖子”
后不凉就说明穿盖可以，如出
汗了就说明穿盖多了。其实，
这是一个误区，很多家长、月嫂
甚至有些护士、医生，都被灌输
了这种错误观念。

由于这个观念的误导，导
致很多新生儿得不到正确保
暖，常常手脚冰凉，出现打喷
嚏、鼻塞、流鼻涕是普遍现象，
特别是鼻塞，常导致不少宝宝
哭吵不安，睡不好觉，吃不好
奶，容易呛奶，甚至患上感冒、
肺炎。

很多宝宝刚出生不久，因
为体温低而进了保暖箱，甚至
因为体温低住进新生儿ICU，因
硬肿症（现称寒冷损伤综合征）
而死亡，不少宝宝就因为保暖
不当，从鼻塞一步步发展成肺
炎或因鼻塞误诊为肺炎，而住
进新生儿科。全世界每年大约
有2000万早产儿分娩，其中有
400 万就因为保暖不好夭折
了。这说明保暖对于新生儿
（尤其是早产儿）是多么重要。

宝宝穿得好不好，肯定不
能通过摸后“脖子”来判断。因
为，人在冷的时候，身体会通过
收缩身体末端血管，减少末端
血流量，来减少热量散失，达到

“舍车保帅”。所以人冷的时
候，首先会觉得鼻子、耳部、手
足发凉。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
的体验，冬天坐在教室里上课
时，如衣服穿少了，手就会凉，
脚也会冷，还有恶作剧的同学
将自己的手伸进别人的脖子里
凉一下。脖子因为是血流量丰
富的地方，即使手脚是冷的，摸
脖子后面也是热的。所以不能
说摸脖子后面是热的，就说明
不冷，判断宝宝穿得合不合适，
应该是通过手脚的温度，特别
是双脚的温度（小宝宝们特别
容易把双手伸到外边，所以手
凉还不能说明穿盖的不够）。
老话说得好，“寒从脚下生”，所
以摸宝宝“脖子”后面，判断穿
盖得好不好，太不靠谱。

宝宝穿盖得比较理想的状
态，我们叫中性温度，就是双脚
热乎乎的，比我们成人稍高一
些，身上又没有出汗，就能接近
这个理想的温度状态了。

小宝宝冷不冷
摸后脖子太不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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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长时间泡发黑木耳导
致中毒？近日有媒体对此报道
引发社会关注。据了解，长时
间泡发的黑木耳容易被椰毒假
单胞菌污染，产生米酵菌酸毒
素，食用即引发中毒。如何预
防米酵菌酸中毒？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发布消费提示。

消费者应选择正规渠道购
买

当前季节气候宜人，气温
在 25~35 摄氏度之间，这种气
温下椰毒假单胞菌最易繁殖，
尤其在谷类发酵制品（如湿米
粉、发酵玉米面、糯玉米汤圆
粉、玉米淀粉、发酵糯小米、糍
粑、醋凉粉等）、变质银耳和木
耳、薯类制品（如马铃薯粉条、
甘薯面、山芋淀粉等）等食品
中，容易被环境中的椰毒假单
胞菌污染，如果储存不当或时
间过长，细菌繁殖产生米酵菌
酸毒素，导致食物中毒。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
者选购上述食品，要选择正规
渠道。并且，要认真阅读产品
标签，注意保质期，贮存要注意
保存条件和时间。

其中，选购米粉尤其是散
装称重的，要确认产品生产日
期、保质期，须当天食用完。在
选购木耳或谷类发酵制品时，
要选取具备正规资质的食品经
营者购买，同时要注意销售环
境的卫生状况，选购有生产许
可的正规产品，并注意产品标
签上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和储
存条件。

餐饮服务经营者及单位食

堂在购进上述食品时，还应进
一步做好进货查验及索证索票
工作，确保来源可溯，并储存在
阴凉、通风干燥处。

注意贮存时间和操作卫生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家庭

防止米酵菌酸毒素中毒，还要
注意贮存时间和操作卫生。据
悉，自制谷类发酵食品、泡发木
耳或银耳和谷类发酵制品贮存
不当或贮存时间过长，容易产
生米酵菌酸毒素，加热食用后
仍可以引起食物中毒。一般应
在谷类发酵制品购买、木耳或
银耳泡发当天食用完。不要食
用自采鲜银耳或鲜木耳，特别
是已变质的鲜银耳或木耳。

出现可疑症状 立即就诊
需要注意的是，出现可疑

症状，要立即就诊！据介绍，米
酵菌酸毒素引起的食物中毒发
病急，潜伏期一般为 30分钟~
12小时，少数长达1~2天。

据了解，米酵菌酸毒素引
起的食物中毒发病急，主要表
现为上腹部不适、恶心、呕吐、
轻微腹泻、头晕、全身无力。重
者出现黄疸、肝肿大、皮下出
血、呕血、血尿、少尿、意识不
清、烦躁不安、惊厥、抽搐、休克
甚至死亡，一般无发热。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如果
怀疑发生疑似中毒，必须要立
即停止食用可疑食品，尽快催
吐，排出胃内容物，以减少毒素
的吸收和对机体的损伤；并及
时送医院救治，对症治疗。

食用长时间泡发木耳
会引发中毒？

1、东台市西溪景区民宿客
房布草杂件采购项目已经批
准。欢迎合格的潜在投标人参
加本采购项目的投标。

2、招标内容
包括单人床单250条，大床

床单150条，单人被套250条，
大床被套150条，方巾800条，
面巾800条，浴巾800条等，具
体详见招标文件

3、投标人必须具备的资格
条件：

（1）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
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自然人
的身份证明；

（2）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
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书面
声明；

（3）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
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4）投标人授权委托人须
为本单位正式职工。参加投标
时须携带本人身份证、社会养
老保险缴费证明原件（单位法
定代表人参加投标时无须提供
社会养老保险证明原件），或投
标人本人身份证和单位授权委
托书供资格审查时查验；

（5）未被“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列
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
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
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投标。

4、本项目最高限价：56.2万元。
5、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

用综合评估法。
6、投标申请人应于 2019

年 9月 11日至2019年 9月 16

日，在上班时间到东台市西溪
旅游文化景区管理委员会报
名，招标文件及其附件工本费
300元/份，同时需缴纳诚信保
证金1000元整。报名成功后，
无充分理由不参加本项目投标
的，诚信保证金不予退还。联
系电话0515-60600987。

7、投标截止时间：2019年
9月17日16时；

开标时间：2019年9月17
日16时；

投标、开标地点：东台市西
溪旅游文化景区管理委员会二
楼会议室

联系人：王润新
电话：13770279267
地址：东台市唯诚大厦二

十层
邮编：224200

2019年9月11日

招 标 公 告

1、东台市西溪景区民宿窗
帘采购项目已经批准实施，所需
资金来源是自筹，现已落实。现
邀请合格的潜在投标人参加本项
目的投标。

2、江苏策诚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受招标人委托具体负责本项
目的招标事宜。

3、项目概况
（1）项目地点：东台市。
（2）项目规模：总投资约15

万元。

（3）供货期要求：15日历天。
4、询价采购内容如下：
窗帘730m（含窗帘轨道）、

靠垫（含内芯45cm*45cm）140
个 、床 尾 巾（50cm*1800cm）
140条等，具体内容详见询价文
件。

5、参加报价的供应商须从
事本次询价货物的生产或销售，
投标时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
件。

6、投标申请人应于2019年
9月11日至2019年9月16日，
在上班时间到东台市西溪旅游文
化景区管理委员会206室报名

（报名时携带营业执照复印件、授
权委托书原件和授权人身份证复
印件），询价文件及其附件工本费
300元/份，同时需缴纳诚信保证
金1000元整。报名成功后，无充
分理由不参加本项目投标的，将
没收诚信保证金。联系电话
0515-60600987。

7、其他：本工程开标时间及
地点详见询价文件要求。

联系邮箱：350691070@QQ.
com

联系电话：13770279267

2019年9月11日

招 标 公 告

1、东台市人民医院的东台市人民医院
北侧新建停车场工程已经批准建设，项目
所需资金来源是自筹，现已落实。现邀请
合格的潜在投标人参加本项目的投标报
名。

2、项目概况
（1）项目地点：东台市区
（2）项目规模：约29.68万元
（3）质量要求:合格
（4）工期：2019年9月28日前竣工
3、本招标项目招标内容：东台市人民

医院北侧新建停车场工程施工。投标人应
自行踏勘现场，与招标人充分沟通，完成招
标人提供的图纸和工程量清单要求的全部
施工内容。

4、申请人应当具备的主要资格条件：
（1）申请人资质类别和等级：三级及以

上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
（2）拟选派项目经理资质等级：二级及

以上市政公用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
5、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用合理低价

法。
6、投标申请人可于2019年9月11日8

时至2019年 9月 16日 17时到东台市海陵
中路 6 号 5 楼购买招标文件，联系电话：
15722592599，售价：300元/套，售后不退。

7、其他：本工程开标时间为2019年9月
18日15时，地点：东台市人民医院门诊楼八
楼会议室。

2019年9月11日

东台市人民医院北侧
新建停车场工程
招标公告（资格后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