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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下
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ARC）26 日宣布加工
肉制品为“致癌物”，并
将生鲜红肉，即牛、羊、
猪等哺乳动物的肉列
为仅次于前者的“致癌
可能性较高”食物。此
结论一出，舆论哗然。

难道无肉不欢的
朋友们真得从此“皈依”
素食？其实，发布上述
报告的专家并没说“肉
类食品碰不得”，只是明
确某些食物具有致癌
能力，并提醒人们注意
控制肉类摄入量。

什么是加工肉制品呢？国际癌症研
究机构在解释上述结论时将这类食品描
述为经过腌渍、烟熏、发酵及其他用于增
强口味或防腐处理方式制成的肉制品，
其中既包括以猪、牛、禽类肉为主要成分
的热狗肠、火腿、香肠、熏肉、牛肉干等食
品，也涉及肉罐头、肉制酱汁或配料，以
及含动物内脏或血液的肉制品。

此外，猪、牛、羊、马等所有哺乳动物
的生鲜肉因在烹饪前呈红色而被国际食
品界称为红肉，而鱼肉、禽肉等脂肪含量
较低的肉类则被统称为白肉。

加工肉制品致癌的依据何在？英国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营养与饮食学教授汤
姆·桑德斯解释说，部分加工肉制品经过了
亚硝酸盐处理，以防肉毒杆菌滋生，这种肉

类或许含有亚硝胺，这是已知的致癌物。
英国雷丁大学食品营养学专家冈特·

屈恩勒也指出，大多数加工肉制品都会经
过腌制处理，腌制配料中所含的亚硝酸盐
能在肠道中形成致癌物亚硝胺，它们能与
DNA发生作用，最终导致肿瘤形成。亚
硝胺还会引发一种特定的基因突变模式，
这种现象在很多大肠癌病例中能观察到。

对于红肉致癌的风险，英国癌症研
究会刊文说，红肉所含的“血红素”会在
人肠道内被分解，形成一系列N－亚硝
基化合物，它们会损坏肠道的一些细
胞，其他肠道细胞就需要进行更多的复
制来修补损伤。这些额外的复制会增
加细胞DNA出错的几率，这是通往癌
症道路上的第一步。

此结论一出，很多人不禁心中问号
连连：吃肉究竟有多危险？摄入多少肉
会致癌？致癌几率又有多大？对此，权
威机构和各国专家给出了自己的解读。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表示将致癌物的
风险分为“致癌、致癌可能性较高、可能
致癌、致癌程度不确定和可能不致癌”5
个级别。这一等级划分是根据某种物质
增加人体患癌风险的证据确凿程度来定
的。对其致癌能力有确凿证据的物质会

被列入“致癌物”类别，证明该物质确实
会增加人类患癌风险，但不表示其致癌
能力的大小。

英国食品研究所营养学研究员伊
恩·约翰逊说，加工肉致癌的结论或许与
肉类加工时使用的配料有关，配料中的
某些物质符合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有关致
癌物的定义。此次研究反映的是证明致
癌现象的证据具有何种可信度，并不说
明致癌风险的严重程度。吃肉带来的大

肠癌风险与吸烟带来的肺癌风险相比，
前者要小很多。

因此，虽然香烟、石棉、砒霜与加工肉
制品同属致癌物，但并不说明它们的致癌
风险同样高。要知道，酒精饮料、咸鱼和
太阳辐射也都在这个致癌榜单上。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说，据统计全球
每年约有3.4万人因过度摄入加工肉制
品而死于癌症，而每年由吸烟、饮酒和空
气污染致癌并死亡者分别为100万、60

万和20万人。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戴维·施皮格尔

霍尔特解释说，这一调查结论的影响范
围还需更深入地分析。通常来讲，每
100人里约有6人会得大肠癌，如果这
100人一生中每天都吃约含50克培根
的三明治，那么依据这份调查报告，他
们中会有额外18％的人得大肠癌，也
就是说从100人中的大肠癌患者增加
到约7人而已。

参照新研究结论，人们是否该如“戒
烟”一样“戒肉”呢？人类从远古时期进
化至今，所形成的饮食习惯是适应自然
和满足自身需要的结果。专家认为，人
们大可不必因为那些结论就不沾肉。事
实上，注重均衡饮食、避免过度摄入肉
类，才是积极可取的态度。

法国心脏病专家、营养学家弗雷德里

克·萨尔德曼对当地媒体说，吃红肉和加
工肉制品引发癌症风险与摄入量、吃肉频
率、烹饪方法及配菜等多种因素都有关
系，人们仍然可以继续吃红肉和加工肉制
品，但要注意不要频繁、过量地吃，并在合
理摄入肉类的同时佐以大量蔬菜，借助蔬
菜中的有益成分促进食物种类均衡。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营养与饮食学教

授汤姆·桑德斯说，红肉是血红素铁、锌、
维生素B12等营养物质的重要来源，一
个人每天进食30克肉就足以补充身体
所需。因此，可考虑将吃红肉次数降到
每周1至2次，且尽可能避免吃含大量
肥肉的肉制品。

在牛津大学教授蒂姆·基看来，尝试
在晚餐时吃鱼而不是香肠，或午餐吃沙

拉而不是熏肉三明治都是更健康的选
择。研究者们还呼吁，多吃水果蔬菜、减
少肉类整体摄入量并增加鸡肉、鱼肉等
白肉在肉食消费中的比例，不仅有益于
自身健康，还有助减少家畜养殖所排放
的温室气体、保护环境，何乐而不为呢？

（综合新华社驻巴黎、伦敦记者10
月27日报道）

加工肉制品致癌？关注加工肉制品致癌

加工肉制品
是如何致癌的？

如何愉快地
吃肉

致癌说法
怎么看？

还能不能吃火腿肠？

致癌物也有“量”的概念
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

中心（IARC）一份报告将加工肉制品列为
“一类致癌物”。这是否意味着火腿肠、培
根等加工肉制品就不能吃了？专家认为
应该理性看待。

“其实加工肉类列入致癌物名单并
不那么意外，因为加工肉类往往要经过
腌渍、烟熏、烘烤等处理。这样的加工
方式常常会产生苯并芘、杂环胺、亚硝
胺等致癌物，因此加工肉类进入IARC
致癌物名单也许只是迟早的事。”食品
安全博士钟凯同时指出，尽管被列为一
类致癌物，但这并不意味着加工肉类真

的成为“和砒霜并列”的毒物。
“致癌物也有‘量’的概念”。钟凯

强调，正所谓“万物皆有毒，关键在剂
量”，即使是一类致癌物，导致癌症也是
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酒精是一类致
癌物，谁都知道喝酒伤身，长期酗酒则
肝癌风险大增，但偶尔喝喝则无大碍。
加工肉类和红肉也是同样的道理。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
程学院教授罗云波也同样认为，对于
IARC的这份报告应当科学解读，避免
造成恐慌。“加工肉制品中含有致癌物
质，并不代表吃了这种食物一定会患
癌。如果摄入量不多，身体的代谢机能
会把相关的有害物质代谢掉，所以并不
会因为吃些许加工肉制品就会得癌

症。如果是长期大量地食用，则患病几
率可能会增加。”罗云波说。

专家们同时也建议，养成科学健康
的饮食习惯，做到平衡膳食。

钟凯说，一方面要控制红肉和加
工肉类合理的摄入量，同时和鸡鸭肉、
鱼肉混搭。按照平衡膳食宝塔的推
荐，成年人每天畜禽肉的推荐量是

1两到1两半，英国国家医疗服务机构
的建议也是将每天的红肉和加工肉类
摄入量控制在 1 两半左右。另一方
面，既然烟熏、腌渍的加工工艺本身就
不健康，在有条件吃新鲜肉的时候还
是优先吃新鲜肉。

记者胡浩
（新华社10月27日电）

图为10月26日，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北约150公里
的潘杰希尔谷地，一名男子挖掘房屋瓦砾。

截至27日下午，阿富汗东北部兴都库什地区强震已造成
境内115人死亡、500余人受伤。地震在邻国巴基斯坦造成
至少248人死亡、1665人受伤。两国官员均表示，因部分震
区位于偏远山区，救援及灾情评定都面临较多困难。

阿富汗总统加尼27日下午向媒体证实，目前已有115人
在地震中遇难，另有538人受伤，7600多座房屋、部分清真
寺、学校及政府办公楼倒塌或严重受损。

据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提供的消息，目前尚无中国人在
地震中伤亡。 新华社/法新

据新华社东京10月27日电（记者沈红辉）
日本国土交通大臣石井启一27日宣布，终止冲绳
县知事翁长雄志叫停美军新基地施工行政决定的
效力。防卫省将重启边野古填海造地，推进普天
间基地搬迁计划。

石井启一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称，若施工长
期停滞，“普天间机场搬迁项目将难以为继，普天
间基地附近居民将继续面临危险”。

翁长雄志10月13日以填海造地施工存在瑕
疵违反《公共水面填埋法》为由，撤销了前知事批
准防卫省在冲绳县边野古地区填海造地新建美军
基地的行政许可。因施工失去法律依据，填海造
地当天中断。

14日，防卫省向负责《公共水面填埋法》的国
土交通大臣石井启一提出申诉，要求终止翁长上
述决定的效力。随着叫停决定“失效”，防卫省将
重启中断约两周的填海造地，并在11月启动新基
地主体工程建设。

冲绳民众对此十分愤怒。有民众表示，安倍
政府此举是藐视冲绳民意。他们今后也将尽全力
阻止基地搬迁。

据日本媒体报道，冲绳地方政府准备向政府
第三方机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争议处理委员
会”申请仲裁。此外，冲绳还考虑起诉安倍政府。

2014年11月，反对新基地建设的翁长雄志
当选冲绳县知事，围绕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日本
政府与冲绳地方政府之间对立严重。日本政府坚
持将普天间美军基地搬迁至边野古地区，遭到冲
绳县民众强烈反对，并引发多次大规模游行。

冲绳知事叫停决定“失效”

日防卫省重启
美军新基地建设

美国国防部26日被曝提供巨额资金，借非政
府组织之手搜集朝鲜情报。

被媒体记者追问是否确有其事，美国国防部
女发言人琳达·罗贾斯拒绝评论。

美国“截击”网站报道，美国国防部2004年启
动情报搜集项目，成为援助机构“人道国际服务组
织”捐资方，利用这一机构渗透朝鲜，直至“人道国
际服务组织”2013年被解散。而为掩盖资金源
头，国防部资金通过复杂网络注入。

报道称，“人道渗透”的主意由美国前总统小
布什任内的国防部高官威廉·博伊金中将提出，该
情报项目持续至现任总统奥巴马的第一个任期。

国防部要求“人道国际服务组织”创始人兼主
管凯·平峰搜集国防部所需的朝鲜情报，平峰则依
靠“人道国际服务组织”在朝鲜的活动完成任务。

“截击”网站报道，平峰作为“人道国际服务组
织”负责人，指派传教士和援助人员向朝鲜运入设
备等物资，而这些人根本不知道他们被美国国防
部利用。

“截击”说，该网站对“人道国际服务组织”报
道是其历时一个多月调查的结果，受访对象包括
美国前任军方和情报官员、“人道国际服务组织”
前工作人员、援助人员和传教士。

就这一报道，平峰本人未作回应。美国国防
部女发言人罗贾斯26日面对媒体记者提问时，也
未予置评。 陈立希（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假借人道援助

美情报搜集项目渗透朝鲜

法国内政部长卡泽纳夫26日在黎巴嫩首都贝
鲁特表示，法国将向黎巴嫩提供资金支持，以帮助
黎应对叙利亚难民危机。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
2011年3月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逃至黎巴嫩的
叙利亚难民一度达120万人。 新华社/法新

法国将向黎巴嫩提供资金
应对难民危机

10月26日，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里约奥
组委主席努兹曼在联大发言。

第70届联大26日通过决议，敦促各国在
2016年里约奥运会期间遵守奥林匹克休战传统，
停止一切战争行为。 新华社记者 李木子 摄

联合国通过决议呼吁
在里约奥运会期间休战

！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10月27
日，习近平主席就阿富汗发生强烈地震
向阿总统加尼致慰问电。慰问电全文
如下：

惊悉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重大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
府和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不幸遇
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遇难者家属和受
伤人员表示诚挚慰问。

中阿是传统友好近邻。中国人民对
阿富汗人民在地震中的遭遇感同身受，
中方愿向阿方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
助。我相信，在总统先生和贵国政府领
导下，阿富汗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重
建家园。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l0月27
日，习近平主席就巴基斯坦在阿富汗地
震中受灾向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致慰问
电。慰问电全文如下：

惊悉阿富汗地震给贵国造成重大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
和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不幸遇难
者表示沉痛哀悼，对遇难者家属和受伤
人员表示诚挚慰问。

中巴是患难与共的全天候战略合作
伙伴。中国人民对巴基斯坦人民在地震
中的遭遇感同身受，中方愿向巴方提供
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我相信，在总
统先生和贵国政府领导下，巴基斯坦人
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就阿富汗地震及巴基斯坦在阿地震中受灾

习近平分别向两国总统致慰问电
阿富汗地震115人死亡
巴基斯坦248人死亡

新华社日内瓦10月27日电（记者
张淼）针对加工肉制品及红肉致癌所引
发的担忧，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克里斯
蒂安·林德梅尔27日在日内瓦表示，肉
制品是膳食平衡的组成部分，消费者应

该平衡适量摄入加工肉制品及红肉，以
保持身体健康。

“肉制品是膳食平衡的组成部分，
我们也一直看到膳食平衡中摄入肉类
所带来的健康益处，尤其是对年轻人而

言，”林德梅尔强调。
关于加工肉制品与红肉吃不吃的问

题，林德梅尔说，这一问题与是否饮酒、喝
咖啡等类似，如果以平衡适量的方式摄取
不会对健康产生问题，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报告也推荐平衡正常地摄取肉类。

不过，林德梅尔表示，目前世卫组
织与各国卫生部门就此修改健康饮食
建议还为时过早，世卫组织也需要进一
步研究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评估报告。

世卫组织发言人表示

应平衡摄入加工肉制品及红肉

莫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