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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人们或者会在大街小巷看
到一些“无糖食品专门店”，或者在超
市里发现“无糖食品专区”，通常到这
些地方选购无糖食品的都是本身患有
糖尿病的中老年人或者减肥人群。殊
不知，在琳琅满目的“无糖食品”中却
也藏着不少披着“无糖”外衣的伪无糖
食品。

那么，什么是无糖食品？徐超介
绍，国家标准《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
标签通则》中规定，无糖食品的要求是
指固体或液体食品中每100克或100
毫升的含糖量不高于0.5克。国际通
用的概念是，无糖食品不能加入蔗糖
和来自淀粉水解物的糖，包括葡萄糖、
麦芽糖、果糖、淀粉糖浆、葡萄糖浆、果
葡糖浆等。但是，它必须含有相应于
糖的替代物，一般采用糖醇或低聚糖
等不升高血糖的能替代蔗糖的甜味剂
品种。

但是，为什么无糖食品非要加甜
味的糖醇和低聚糖呢？不可以根本没
有甜味吗？似乎是不行。

“比如说，加了糖醇的饼干可以叫
做无糖食品，而根本不加糖也没有任
何甜味的淡咸味饼干却不能叫做无糖
食品；又比如说，加了木糖醇的藕粉可
以叫做无糖食品，而压根就没有甜味
的纯藕粉却不能叫做无糖食品……”
徐超补充道。看来，没有甜味的东西
却不能叫做无糖食品。

事实上，市面上不少标注为“无蔗
糖”的食品，往往只是不添加蔗糖，有
时候却在其配料表中发现加有白砂
糖、葡萄糖或者麦芽糊精，这有点像跟
消费者玩“文字游戏”，因为蔗糖和白
砂糖原本就是一回事，只是叫法不同
而已。“有些无糖食品真正的含糖量却
一点儿也不低！”徐超介绍，无蔗糖不
等于无其他单糖(葡萄糖、果糖、半乳
糖)或双糖(乳糖、麦芽糖等)。而无糖
又不等于无糖醇等甜味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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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郭萃

近期，乙肝病毒免疫吸附柱产
业化项目落地海口高新区。据了
解，乙肝免疫吸附柱可以快速清除
乙肝表面抗原和乙肝病毒颗粒，缓
解乙肝患者活动期症状，保护脏器
功能，辅助增强药物敏感性，减少
药物治疗毒副作用，适用于乙型肝
炎患者、携带者，尤其适用于急性
或暴发性肝炎及肝移植、肝切除术
前处理。

免疫吸附是利用免疫吸附剂
通过特异性的抗原抗体反应，清除
体内各种致病因子，净化血液，从
而达到治疗目的，这是一项免疫治
疗新技术，其过程是将结合特异性
抗体（或抗原）的免疫吸附剂填充
于柱形装置内，该装置又被称为免
疫吸附柱，再将其与体外血液循环
装置连通，使血浆通过此装置，充
分与吸附柱上的抗体（或抗原）相
接触，以选择性吸附的方式清除致
病物质，然后将净化的血浆回输患
者体内，达到治疗目的。

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
骨干、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
生导师王业富教授团队从事乙肝
病毒吸附柱项目研究已经有13年
时间。“目前乙肝病毒在全世界范

围内仍未被攻克。”王业富告诉记
者，乙肝病毒感染患者数量在发达
国家很少，所以相对在科技上的投
入较少，但我国和东南亚国家则是
乙肝病毒感染的高发区，为重大传
染性疾病，我国为此列出重大科技
专项攻关，所以必须要研究攻克乙
肝。

王业富说，此前乙肝病毒感染
的治疗主要是通过西药抗病毒和
中药提高免疫力，但是效果有限，
且有毒副作用。“西药抗病毒治疗
主要使用核苷类药物，它是有缺陷
的核苷类似物，是基因合成的有毒
原料，因此在导致病毒不复制的同
时有可能也会导致自身的细胞不
能复制，所以有致癌致畸的风险，
而且药物治疗只能暂时抑制病毒
复制，并不能彻底清除肝脏内病
毒，特别是不能清除导致乙肝症状
的表面毒蛋白，并没有减轻或者消

失病征，在服药时还会有恶心呕吐
等副反应。”

“目前还没有办法能清除乙肝
S毒蛋白，免疫吸附是唯一的办法，
它可以清除大三阳患者的表面毒
蛋白。”王业富说，经研究发现，乙
肝病毒免疫吸附适用于急性期和
慢性期患者，尤其是急性患者效果
更明显，而慢性患者通过毒蛋白清
除改善血液循环，疏通血液后可使
肝脏能够重新得到营养，恢复肝脏
功能，且没有毒副作用。“慢性乙肝
患者因为毒蛋白沉积会导致肝纤
维化、肝硬化进而导致肝癌，这种
方法将有效逆转这些症状，降低肝
癌发生概率，对于已经肝硬化的患
者，其症状也将得到缓解。”

相较于以往的药物治疗方法，
乙肝病毒免疫吸附除了没有毒副
作用以外，治疗过程也很短。传统
西药中药要长期服药，至少服药3
个月以上，但免疫吸附只需要2个
小时的净化治疗，就能减少毒蛋白
数量，减轻患者症状。

王业富告诉记者，目前该项目
的临床前期工作已经完成，正在进
行临床试验审批流程。“这对于乙
肝患者阳转阴来说将有很大的治
疗效果，也将推动我国乙肝病毒感
染治疗前进一大步。”王业富说。

孩子牙齿不齐，目前我国仍然有
不少家长选择不干预、不理会的做
法，由于患者家长对牙齿正畸及相关
治疗知识并不了解，直接影响甚至耽
误了对孩子的治疗。牙列不齐的学
生在学校里很容易成为同学取笑、嘲
讽的对象。牙齿不整齐，除了会对孩
子心理和人际交往产生影响，甚至还
会影响孩子的颌面发育和口腔健康。

有不少家长还不明白为什么要
做牙齿矫正，其实现如今在这个竞争
激烈的社会，一口整齐靓丽的牙齿对
孩子特别重要。牙列不齐、龅牙、地
包天等牙齿畸形不仅仅影响孩子的
形象，还有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牙齿不
好看这会让他们非常难堪，羞于和他
人交流，也容易受到他人的嘲笑，久
而久之会产生自卑、自闭的心理。如
果牙齿畸形比较严重，还会给牙齿功
能及全身健康带来危害，比如影响咀

嚼功能和发音，造成消化不良，带来
口腔疾病等。因此，有牙齿畸形的
孩子，牙齿矫正刻不容缓。

正畸治疗周期较长，而矫正初期
需要一段时间适应，选择在暑期做牙
齿矫正，可以免去第一次戴牙箍面对
同学的尴尬，还可以在家克服说话不
习惯、吃饭不舒服、口水多、口腔溃疡
等困扰。这样有充裕的时间让孩子
适应这个过程。

牙齿矫正的过程不是一次就能
完成，从最初与正畸医师的反复沟通
到矫治方案的最终确定，到佩戴固定
矫治器后产生的不适期，再到矫治器
的初期调整，患者至少要来院四五
次，暑期长假自由、充裕的时间无疑
都为青少年提供了最佳时机。

夏季人体代谢旺盛，有利于矫
治，并且因时间充裕，使矫治器对孩
子的影响减至最小。因此暑期是矫
正牙齿的黄金时期。

国产抗癌新药“泽布替尼”
海南投入使用

本报讯（记者马珂 通讯员 陈琳）6月19日，由
中国药企自主研发，被美国FDA获批上市的抗癌新
药—泽布替尼在海南省肿瘤医院投入临床应用，来
自澄迈的张先生成为第一位受益者。

62岁的张先生罹患“套细胞淋巴瘤”，这是一种
易复发的难治性淋巴瘤，伴有全身无痛性淋巴结肿
大，病情进展较快。为了寻求最佳的治疗方案，张先
生辗转广东、海南等多家医院求医，期间接受了多周
期化疗，但因为出现了严重的骨髓抑制、恶心呕吐等
副反应，身体难以耐受而被迫中断治疗。

在省肿瘤医院血液内科治疗期间，张先生得知该
院在全国首家引进了淋巴瘤靶向新药“泽布替尼”，便
第一时间提交了用药申请。经适应症、体能状态、脏
器功能等风险评估后，顺利成为全国首批用药患者。
该院血液内科的医护人员对用药全程进行了密切监
护，确保过程规范、安全，患者目前状态良好。

血液内科主任田浴阳介绍，“泽布替尼是一款用
于治疗复发难治性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和小淋巴细
胞淋巴瘤的小分子靶向治疗药物，是新一代酪氨酸
激酶（BTK）抑制剂，相较于传统抑制剂具有BTK占
有率更高，抑制作用时间更长、毒副反应更低、靶点
更加精准等优点。

值得一提的是，泽布替尼的治疗费用仅相当于
同类国外产品价格的一半，并可进行商业保险报销，
保险公司将依据一定比例对药费进行赔付，以减轻
患者经济负担。未来还将有极大可能进入到国家医
保目录范围。田浴阳主任表示，患者申请用药前需
提供完整的淋巴瘤相关病历资料，待医生审核评估
通过后，方可用药。

■ 本报记者 马珂 通讯员 谭莹

炎炎夏日，大家总是钟爱一些可口冷食，每天抱
着空调度日，觉得消暑功能极佳。可夏季贪凉，稍不
注意, 就会损害你的健康。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
院中医科医生吉贞料教您几个中医养生方法，助您
消暑度夏。

贪凉易致胃肠病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春伤于风，夏生飧

泄。”炎热天气, 皮肤血管扩张, 胃肠血流量会相对
减少, 盛夏酷暑大量进食冷饮后, 胃肠道血管因冷
刺激而急剧收缩, 血流量会进一步减少, 造成胃肠
功能紊乱, 甚至出现腹痛、腹泻等症状。各种冷
饮, 如汽水、啤酒等可增加胃肠内压力, 易诱发或
加重原有疾病, 如胃肠炎症和十二指肠溃疡, 严重
时可致溃疡穿孔。

吉贞料表示，日常预防胃肠道疾病，需了解自己
的体质。如果属于体质虚寒者, 或是患有急性或慢
性胃肠炎, 则尽量不要吃冷饮, 因为冰淇淋、冰砖
等冷饮中均含有大量脂肪、胆固醇、蛋白质、糖和淀
粉等营养成分, 吃了冷饮, 既影响正常食欲, 又会
增加疼痛, 使腹泻加重。

剧烈运动后勿食冷饮，运动后如果吃大量冷饮冷
食, 强冷刺激会使胃肠道血管收缩, 减少腺体分泌,
导致食欲锐减, 消化不良, 而且骤冷刺激, 可使胃肠
痉挛, 甚至诱发腹痛、腹泻；饭前饭后少吃冷饮，饭前
饭后食用冷饮冷食, 会刺激胃肠道血管收缩, 减少血
流量, 造成消化腺分泌液减少, 降低消化功能及减弱
对营养成分的吸收, 且会引起食欲下降；切忌冷热交
替，冷食和热食交替摄入会对牙齿和胃肠产生强烈的
刺激, 因此冷、热饮应该分开饮用。

对一些体质虚寒、脾虚湿重、肠胃不调的人，吉贞
料建议可适当吃些消暑利湿、醒脾开胃的药食两用食
品，如藿香、佩兰、薏苡仁、扁豆、山药、赤小豆、芡实、
莲子、焦大麦等。在绿豆粥、荷叶粥中适当加入薏苡
仁、扁豆、莲子、赤小豆等，可增强健脾除湿等功效。

警惕空调综合征
夏季，人们总是喜欢待在有空调的室内。吉贞料

表示，长期的空调环境会使人们对低室温产生一系列
不适应的症状。空气中缺乏负离子, 加之室温调得
过低, 往往会引起头晕, 容易疲倦, 注意力不集
中。有人还会出现咽干、咽痛、关节疼痛、腰背酸痛,
甚至发生感冒、胃肠炎、肩周炎、面神经麻痹等症。

预防空调综合征，吉贞料建议，日常需减少室内
外温差，温差大加重体温调节中枢的负担, 严重时
可引起体温调节中枢的紊乱。在空调房里颈部、膝
部可用毛巾覆盖予以保护，注意保暖, 同时要适当
活动, 以促进肢体的血液循环, 增强抵抗力。同时
需定期开窗通风，避免因通风不良而导致的微生物
生长繁殖,减少感染疾病的机会。吉贞料还提醒，长
期在空调室内生活的人, 应有适当的室外活动时
间, 以提高自身对温差的“内调节”和适应能力。

在日常的饮食中, 可适当增加生姜、荆芥、苏
叶、辣椒等调味品的量, 既可以佐餐开胃, 又可以
防风散寒, 增强肌体抵抗力, 预防空调病。

炎炎夏日，切勿贪凉

免疫吸附柱快速清除乙肝病毒及毒蛋白

新技术为乙肝患者带来新希望暑假矫正牙齿正当时

■ 本报记者 侯赛

“无糖饼干，
吃不胖的秘密”
“ 不升糖，糖友
零食”……网购
平台上，只要搜
索“无糖食品 ”，
成千上万种无糖
食品充斥眼前，
“吃出S身”“不
升糖”等关键词
瞬间抓住了大批
“糖友”和减肥人
群的眼球。

不少糖友误
认为无糖食品就
是完全不含糖，
没事就买来解解
馋。减肥人群则
认为只要把无糖
食品当主食，就
可以轻松吃出好
身材。事实真如
此吗？海南日报
记者就此采访了
海口市人民医院
营养科医生徐
超。

“如果一些无糖食品中添加
了一些精心调配的甜味剂，人们
会感觉到食物更好吃，使食欲大
开，这比甜味剂本身带来的能量
大得多。”徐超表示，如果想减肥
的人群完全寄希望于无糖食品也
是不可取的。因为目前有研究发
现，甜味剂可能会对胰岛素敏感
性产生不良影响。

“不少减肥人士因为某种食
品标记‘无糖’，就放纵自己对甜
食或者甜饮料的喜好，这是最糟
糕的情况。”徐超强调，要想远离
肥胖，控制血糖，最好的饮食方法
还是少吃任何人工甜味的食物，
多吃粗粮豆类薯类，用新鲜水果
来替代甜食和甜饮料，千万不要
把希望寄托在无糖食品上。

那么，市场上到底有无真正意
义上的无糖食品呢？徐超表示，按
照相关法规，糖含量低于规定数值
的食品可以叫做无糖食品，但这与
是否有利于糖尿病人控制血糖、是
否有利于肥胖人士减肥瘦身关系
不大。对于糖尿病人来说，与其探
讨食品究竟是否无糖，还不如控制
碳水化合物的
总量，并关
注 所 吃
食物的
餐 后
血 糖
上 升
速度。

“无论吃进哪种糖，都是在肠道
中被分解、转化为单糖后被人体吸
收、利用。在各类糖中，人体对单糖
的吸收速度最快，蔗糖次之，而淀粉
则需要逐级分解后才能被人体吸收，
因而吸收速度较慢。因此，糖尿病患
者应尽量避免食用单糖、双糖，以防
止进餐后血糖飙升。”徐超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

然而事实上，号称“无糖食品”的
产品里面，很可能含有淀粉水解物类
作为甜味来源，也就是淀粉糖浆、果
葡糖浆、麦芽糖之类。徐超说：“这些
糖浆升高血糖、变成能量的效率，未
必会比蔗糖慢多少。蔗糖还要到小
肠中才能变成葡萄糖呢，而添加葡萄
糖的‘无蔗糖食品’会让血糖上升的
速度更快。”

如果是按照国际通用规则，加入
不升高血糖的甜味剂来做成的无糖
食品能随意吃吗？

徐超解释说：“目前所使用的甜
味剂有合成甜味剂（即糖精）、糖醇甜
味剂（包括木糖醇、山梨醇和麦芽糖
醇）、非糖天然甜味剂（包括甘草甙和
甜叶菊甙）和氨基酸衍生物甜味剂
(包括阿斯巴甜和蛋白糖)等。这些
甜味剂具有口感甜、能量低的特点，
对血糖值也没有明显的影响，适当摄
取，偶尔改善下口味也是可以的。但
是，这些无糖食品主要食物成分也是
碳水化合物，与我们吃的馒头、米饭
所产生的能量没有多大区别，所以，
无糖食品也不能无限量吃。有些糖
尿病患者由于不加节制地食用无糖
食品，出现了血糖上升、病情反复的
情况，主要是由于对无糖食品不了解
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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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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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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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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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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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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