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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妖魔化的烧烤，
真的那么恐怖吗？

试问，这世间有什么能比加完班去撸个串更惬
意的事了？如果有那就再来一打吃的，打包带走！
可是“烧烤有毒”、
“ 烧烤里有苯并芘”、
“ 会致癌”，理
智的声音又会涌上心头。烧烤真的有那么恐怖吗？
近日，为了了解杭州地区烧烤食品中多环芳烃
的含量，杭州市疾控中心理化科工作人员采集了 5 个
区域（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西湖区、滨江区）中固
定摊位（指可以在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到档案的摊位）
和流动摊位的烧烤食品作为样品，共计 50 份，主要包
括禽畜肉及其内脏和水产。经过一系列的前处理和
仪器分析，得到了 800 多个数据。
在本次监测中，流动摊位的样品检出了全部的
16 种多环芳烃化合物，而且有 11 份样品还超出了欧

盟的限量标准，
超标率高达 37.9%。
固定摊位的样品中，7 种毒性较大的重质多环芳
烃均没有检出，且另外 9 种轻质多环芳烃的含量较
低，全部符合欧盟标准。
据了解，把肉直接在高温下烧烤，被分解的脂肪
滴在炭火上，再与肉中蛋白质结合，就会产生苯并
芘，可致癌。
公众所熟知的苯并芘，
它的主要致癌成分为苯并
(a)芘，
仅仅是多环芳烃家族的一员。烧烤所产生的致
癌物质可不仅仅只有苯并(a)芘，
而是会产生多环芳烃
这一类物质。早在 1979 年，
美国环保署列出的优先监
测污染物名单中，
多环芳烃（PAHs）化合物就有 16 种，
包括萘、
苊烯、
苊、
蒽、
苯并(a) 蒽、
苯并(b) 荧蒽、
苯并(k)

荧蒽、
芘、
苯并(a)芘、
屈、
二苯并(a, h)蒽、
荧蒽、
芴、
茚并
(1，
2，
3-c，
d)芘、
菲、
苯并（g，
h，
i）芘等。2007 年，
欧洲食
品安全局收集分析了 18 个国家对多种食品中 16 种优
先监测的多环芳烃的研究结果，
结果显示，
以苯并(a)芘
作为食品中多环芳烃的标志物是不科学的，
应该考虑
监测食品中的多种多环芳烃。
杭州市疾控中心有关专家指出，烧烤食品中可
不仅仅只有多环芳烃这一类物质，还有一类叫杂环
胺的致癌物质，它被证明与多种癌症(包括乳腺癌、结
肠癌、胃癌和前列腺癌)的发病有关。除此之外，肉类
中的核酸大多数氨基酸在加热分解时会产生基因突
变物质，这些基因突变物质也可能会导致癌症的发
生。
王菁 严敏

上虞发放
慈善救助款百万元
近日，绍兴市上虞区慈善总会负责人分别来到
该区的章镇镇中心村和东关街道马山村，看望大病
患者吕王杰、吕石宇，并送上了数额不等的大病救助
金。像吕王杰、吕石宇这样的大病患者，去年该区已
有 204 人得到了慈善救助，救助资金达 104 万元。
吕王杰今年 20 岁，2015 年 11 月在无锡市某院校
读大二时，被确诊为白血病。祖父母年老体弱，父亲
靠养蜂度日，母亲靠做小工为生。自从吕王杰生病
后，父母亲只得放弃手中的活，在家照料患病的儿子
和年迈的双亲。去年 4 月 27 日，吕王杰母亲将骨髓
移植给儿子，实际花费医药费达 120 万元，除农村医
疗保险报销外，还向亲友借款 55 万元，家庭生活十
分困难。当吕王杰父亲从慈善总会负责人手中接过
这笔救助金时，感动地连声说：
“感谢政府大病救助，
缓解了我们燃眉之急。
”
随后，慰问组又来到东关街道马山村大病患者
吕石宇家。吕石宇今年 12 岁，2008 年因患白血病治
疗至今，已花去医药费达 50 多万元，全家 6 个人，祖
父母年老体弱，母亲在家照顾患病的吕石宇和她年
幼的妹妹，生活重担全落在继父的肩上，区慈善总会
获悉这个情况后，专程派出工作人员给吕石宇送去
了 1 万元慰问金。
根据《绍兴市上虞区慈善总会困难群众大病医
疗救助实施办法(试行)》条例规定，该区大病救助对
象原则上为户籍在本区的城乡居民，因患白血病、尿
毒症、恶性肿瘤、重症肝炎及并发症、严重心脑血管
病、红斑狼疮等大病的困难人员。但随着该区经济
社会持续发展，外来务工人员不断增多，区慈善总会
在广泛征求意见后作出规定，对外来务工人员，凡在
上虞境内工作的大病患者，经所属单位申报，也与本
区职工同等对待。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籍职
工贾建碧，2016 年 8 月被四川肿瘤医院确诊为宫颈
癌并转移至肺部，急需大量的医疗费。区慈善总会
得知这个情况后，本着“特事特办”的原则，立即拨出
8000 元资金，帮助她解决住院治疗所需要费用。去
年，像贾建碧这样的外地务工人员，获救助的就有 11
人，救助资金达 6.5 万元。
陈晓潮 叶和土

医护人员
祝福新年

新年到来之际，绍兴市中心医院策划开展了全院医护、后勤人员新年
祝福活动，拍摄制作成视频，在农历年底医院春晚上播放，以便增加节日
气氛，
活跃广大职工业余生活，
更好地投入到明年工作中。
单明铭

很多人不注意保护膝盖，导致膝盖
磨损，继而影响运动功能。建议大家试
试以下几个动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
少膝盖磨损。
1.深蹲。深蹲时要用到膝关节周
围的全部肌肉，能增强股四头肌和臀大
肌的力量。建议每天做 8~12 次深蹲，
可以尽量把身体往下沉。
2.箭步蹲。注意双脚一定都要踏
在地面上，不要踮脚尖。若有骨关节炎
或膝盖受伤史，要遵医嘱进行这个运
动。动作要领：抬头挺胸，目视前方，吸

冬季
别太相信
“感觉温度”
冬日，天气预报说最高气温 15℃，但人们普遍感
觉非常暖和，有人竟然连羊毛衫都没穿；又一天，天气
预报说当天最高气温是 16℃，但是人们普遍感觉很
冷，许多行人都穿上了羽绒服。自然就有很多人埋怨
天气预报
“胡乱”
预报气温。
其实，天气预报并没有错，气象台观测场百叶箱内
的气温表肯定能佐证气温预报的正确。硬要说有错，
那也是人们忽略了空气温度与感觉温度的区别！
所谓冷、热，实际上是人们对看不见、摸不着的空
气的一种感觉，气象环境学家把这种人为感觉到的冷、
热称之为“感觉温度”，它与实际气温有直接的关系，但
绝不是一回事。美国科学家亚格劳和米勒用干、湿球
温度和风的综合效应来表示感觉温度，而其中的干、湿
球温度表正是用来测定空气湿度的。
人体对气温的感觉和空气的湿度紧密相关。空气
中能够容纳多少水分，与温度有关：温度越高，空气中
能够容纳的水分越多。相对湿度越高，人体汗液蒸发
越慢，吸收的热量很少，人的感觉就倾向于热和温
暖。 我国许多沿海城市，虽然冬季气温也较低，但因
为湿度较大，所以并不让人感觉很冷；相反，北方地区
冬季湿度偏低，
总给人一种特别寒冷的感觉。
所以，当冬季空气湿度偏小（低于 50%）时，就必须
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增加空气中的水分含量，实际上
也就提高了人们的感觉温度和舒适度。比如，冬天室
内生炉子或使用取暖设备时，可以在炉子上烧一壶水
（注意，壶盖不要盖严），使水汽蒸发；或者在室内晾一
些潮湿的衣服、毛巾等，
以提高空气湿度。
风在感觉温度中的作用主要有两点：一是增强人
体的对流换热，二是加快空气蒸发，从而影响人体排汗
的散热效率。这两点影响又由于气温高于或低于皮肤
温度，而有所不同。当气温高于皮肤温度时，风的作用
一方面由于对流换热而施热于人体，另一方面却增强
了蒸发，提高了人体散热效率，所以在夏季，当有热风
吹来时，人体感到干热的同时，也有一种清爽的感觉；
反之，当冬季气温低于皮肤温度时，风的作用使对流换
热加快，散热效率也提高，所以同是零度气温，有风时
人会感到很冷（感觉温度较低），无风时则感觉不是太
冷（感觉温度较高）。
所以，在冬季，空气温度即使在 5℃以上，但有三
级以上的偏北风，感觉温度就大打折扣了，外出时就必
须注意保暖，以防直接引起包括感冒在内的上呼吸道
疾病。
霍寿喜

六个动作护好膝盖
气，右腿向前迈开一大步，同时下蹲，重
心前移，直到左腿膝盖接触地面，呼气，
双腿同时发力，右腿回收，重心后移。
双腿交替练习，
主要练股四头肌力量。
3.迈步登梯。把一只脚放在一个
固定物上，保持大腿呈直角弯曲，再把

另一只脚踏到固定物上，反复做 12~15
次。
4.平板支撑。锻炼背部和腹部肌
肉力量，有助增强核心肌肉群力量，也
会保证膝盖、臀部和下肢肌肉群的健
康。动作要领：俯卧位，双肩肘与地面

垂直，颈部自然伸直，双足并拢，双腿伸
直并拢，保持肩背、腰部、臀部和下肢在
同一平面上。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来决
定锻炼时长。
5.跑步。每天在平坦的路面上慢
跑约 30 分钟，即可达到很好的锻炼效
果。
6.骑自行车。骑自行车能增强股
四头肌和小腿肌肉的力量，提高腿部的
整体力量，促进膝盖健康。每天骑 15
分钟即可，户外骑自行车、室内自行车
健身器都行。
刘四海

为什么给病人治病除了医术还要走心
因为应对肿瘤，心态很重要

等人群肺癌发病率高于常人，这和他们的工作环境
对肺产生的损伤密不可分。工作压力大、做事认真
好强、不健康的饮食起居，
也会对肺产生不利影响。
她认为，肺肿瘤是一个很顽固和极凶险的疾病，
发展快、转移快且广泛，胸闷气急导致病人呼吸极度
困难，病人非常痛苦，且“胸水”抽过后几天又满起
来；还有就是痰黏，难以咳出。病人体质下降很快，
消瘦、食量下降，
由于咳嗽、气急，
严重影响睡眠。
“而且，现在更不好的一个情况是，年轻人患肺
癌的增多。”孙彩珍说，抽烟引起的肺癌一般是中央
型肺癌，年轻人一般患的是肺腺癌，且女性偏多。前
几天遇到一个肺部磨玻璃结节的女病人，建议马上
切除病灶，
确诊原位性肺癌。
女病人术后又来咨询她，孙彩珍建议说，手术效
果比较好，
可以用中药巩固治疗。

用药就应该用好药

中华中医药学会肿瘤分会常委、
杭州艾克（种福堂）中医肿瘤门诊部主任
孙彩珍

进入秋冬，杭州艾克（种福堂）中医肿瘤门诊部
主任孙彩珍空下来时，会打电话给她的肺癌患者，聊
聊近况，叮嘱下饮食。肺肿瘤成全球的头号肿瘤“杀
手”，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恶性肿瘤疾病首位。秋冬
季对该病患者更是考验，每年的 11 月还被定为“全球
肺癌关注月”
。

肺肿瘤凶险顽固
孙彩珍对肺癌患者归类了一下，肺癌的发病跟
职业有关：油漆工、电焊工、纺织工、接触石棉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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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彩珍很小就背着竹篓上山采药，她认为，用药
是中医治疗中重要的一环，
“肺癌病人就应该用好的
药”
。
什么药算是好药？她以肺癌举例，
“肺癌治疗的
方法是破瘀活血、化痰、排毒、软坚散结、宽胸利水，
尤其注重化痰，即使没咳嗽也要治痰，治肺时常用川
贝，川贝就是一味好药。
”
孙彩珍说，川贝在所有化痰药中算是贵重的，川
贝中有一种叫川松贝，生长在四川省海拔 3000 多米
以上的松潘县，
量不多，
价格高的数千元一公斤。
“为了弄到这味药，我们医院在这个松贝开采季
节一到，马上派人去采集，专拣小如黄豆大小的，大
一点的效果就差，所以几乎是逐粒拣过，大一点点都
不要。有的用硫黄熏过，
我们也不要。”
孙彩珍说，便宜的川贝只要 200 多元一公斤，便
宜的川贝和贵的川贝的疗效差异，病人是最知道
了。有一年，杭州艾克（种福堂）的川松贝快用完了，
新的川松贝还没产出来，便去一家医药公司进了几
十公斤，粒子稍微大一点，产地是不是松潘也不知
道。孙彩珍记得，有病人吃了五六天就有感觉了，打
电话来说：
“你把药改了？以前，几个月吃下来，病情
都稳住了，现在怎么又反复起来了，你药肯定改过
了，是不是便宜了好几块？”
此外，杭州艾克（种福堂）中医门诊在开方时还
会加入海藻、昆布等药材，为给病人提供优质的灵芝
粉，杭州艾克（种福堂）还成立了自己的生产线。

广告热线:0571-87076903

发行热线:0571-28978927

要明白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

所以，除了药物治疗，医生对病人投入的情感关
注，
在治疗过程中也极为重要。
孙彩珍说，她经常会和自己的病人聊聊天，
“病
看完了就闲聊一会，开导开导病人”，肿瘤患者在情
感上需要更多的陪伴和支持，而医生可以给病人带
去更多慰藉，
让病人安心。
在杭州艾克（种福堂）中医肿瘤门诊部，病人和
医生会互加微信好友，病人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询
问医生，也方便医生掌握病人的病情和心情，更好地
对症治疗。
是不是每个病人都要采用手术、
放疗、
化疗手段呢？

正气虚损是肺癌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特别是
术后、放化疗后机体的防御功能进一步衰退，细胞免
疫水平低下，因此病人一定要保护好胃口，什么能
吃，
什么不能吃，
心里要有数。
在饮食上，首先一条准则：饭一定要吃饱，不想
吃也要吃饱，
吃不下可以少食多餐。
肺肿瘤病人宜多吃植物类蔬菜，
像青菜、
黄瓜、
冬
瓜、
芦笋、
西红柿、
包心菜等，
还有莲子、
百合、
扁豆、
荸
荠等这些清凉的东西，
可以多吃些。有胸水的病人可
以吃点米仁、冬瓜、小赤豆、小米，有利于胸水早日消
有耐心，绝望中才可能有转机
除。痰咳不出来的话，可以吃点蜂蜜，也可把梨蒸熟
吃，或去山上挖点新鲜的茅草根煎茶吃。平时喝茶，
肿瘤难治，痊愈的病人中极少有一帆风顺的，但
可以用罗汉果、
菊花、
银花、
胖大海等泡开水喝。
是在治疗过程中，有耐心，保持信心，往往会有意想
肺癌病人少吃发疮动火之物，如鸡、鸽、狗肉、羊
不到的效果。
肉、猪头、鲤鱼、鲶鱼、虾、蟹等发物，另外，烟、酒、辣
“有些病人就是等不牢”，孙彩珍说，十天半个月
椒、胡椒、高温膨化食品（爆米花、高温油炸、烧焦食
中药喝下去如果没有效果，就要换医生。作为医生，
品）等发火之物最好不要吃。
“我也是恨不得病人今天来看明天就好”，但医生和
中医在临床上将肺癌分为四种，分别为阴虚内
病人之间也有个磨合期，医生需要摸清病人的习性
热型、脾虚痰湿型、气阴两虚型、阴阳两虚型。以阴
和病情规律，
“ 有时候刚刚磨合好，病人就嫌没效果
虚内热型为例，治法主要是养阴清肺，软坚解毒，重
停药了，
我们也没办法”
。
用南沙参、北沙参、麦冬、三叶青、鱼腥草、瓜蒌子、生
肺癌本身是个厉害的毛病，中药的起效又很慢，
米仁、白花蛇舌草、鳖甲、牡蛎、冬凌草、铁皮枫斗等
不可能一下子就好，要有个累积过程。孙彩珍日常
药，忌用附子、肉桂、野山参、鹿茸、冬虫夏草等易上
听一些病人在总结经验时都会说：坚持不懈，我在绝
火之品。
望中出现了转机。
孙彩珍接治过一个 70 岁左右的河北肺癌患者，
肿瘤的治疗往往是个长期的过程，最忌急功近
吃药两个月后，第三个月药配好后去杭州灵隐、岳
利，
保持平稳的心态，
才对病情有好处。
庙、雷峰塔玩了两天，又去奉化蒋介石老家玩了一
天，第四天坐飞机回家也很好。谁知。家人怕他旅
建立病友圈，一起相互鼓励
途劳顿，烧了冬虫夏草、野山参给他进补，第二天早
上起来，他又痰中带血，连续三天早上起来 5、6 口痰
有时候，来自病友亲身经历的激励，往往比任何
中都有血。
大道理和苦口婆心都有效。
“家人吓坏了，给我们来电话，我们嘱咐家人加
现在杭州艾克（种福堂）的肿瘤患者组建起了病
仙鹤草、白茅根，停用冬虫夏草、野山参。”肺癌患者
友圈，每年都会组织病友一起旅游。杭州艾克（种福
如要进补，可吃点燕窝、野生紫灵芝之类，千万别吃
堂）还会不定期地举办针对病友的座谈会。有一次，
冬虫夏草、山参之类。
一位被医生宣告只有两三个月可以活的卵巢癌患者
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来参加座谈会，结果在现场遇到
了一位病友和自己情况相似，两人交流了自身的情
医生不只医病，也医“心”
况后，当场互加为微信好友。对方的乐观精神和身
“不是说生了肿瘤就一定要把肿瘤弄掉，我治疗
体状态，使这位女患者深受鼓舞，积极治疗。到现
中碰到有的病人，肿块大一点，就心慌，甚至放弃治
在，
5 个月过去了，
她的身体也越来越好。
疗，
这样半途而废，
非常可惜。”
（转载自《钱江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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