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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源性疾病：掀起你的盖头来
——关注微生物污染带来的公共健康挑战

本报记者 闫良生 陈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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娓娓道来喝茶最佳时间
食事
图说

微生物引发的食品安全，用
更科学的说法便是食源性疾病。
食源性疾病，指的是有害的微生
物污染了食品，人吃进去以后得
病、住院，甚至于死亡。在食源性
疾病体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
包含细菌性、病毒性、寄生虫性、
化学性、真菌毒素、有毒动物和有
毒植物，这也是全球公认的七大
类食源性疾病。

但是，微生物污染问题一直被
多数消费者“轻视”。究竟微生物
污染对食品安全的挑战有多大？
我们将掀开它的真实面纱。

微生物污染的危害有多大？

常见的微生物污染是空气的
微生物污染和水的微生物污染。
食源性疾病有 200 多种，很多人都
可能经历过，有的恶心、腹泻、发
烧，有的还会卧床几天，甚至于死
亡。当前最大的问题是，老百姓还

不是很善于发现这些食源性疾病，
因为症状太多，种类也很多，甚至
有的国家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数据
或数据库可以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安
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陈君石曾
表示，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三大敌
人依次是微生物引起的食源性疾
病，重金属、天然毒素、有机污染物
等化学性污染以及非法使用食品
添加剂。

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
主任、主任医师张丁表示：“目前食
品安全问题首当其冲的应该是食
源性疾病。多年前上海的甲肝事
件，前几年安徽、江苏发生的事件，
2000 多人发生感染，死亡 170 多
人，都是食源性疾病，而不是食品
添加剂问题。我从事食品安全工
作30多年，没有碰到过一起因为食
品添加剂造成人体伤害和中毒事
件，所以在监管的重点上，一定要

考虑到食源性疾病。”

风险监测网的力度有多大？

食品中可能造成的微生物危
害分为三类，一类是致病菌及其毒
素；第二类是真菌和真菌毒素，包
括黄曲霉毒素、伏马菌素、展青霉
素，它们往往造成人的急性中毒事
件，长期摄入，会造成消化道癌症
和一些地方病；第三类是病毒和寄
生虫。

据记者了解，2000 年起，我国
建立了食源性疾病监测网络，其中
对于致病性微生物的监测有沙门
氏菌、大肠杆菌、金葡菌、空肠弯曲
菌等 7 种。其中，引起食源性疾病
爆发最多的一般出现在生食、海鲜
中，引发此种微生物感染的最主要
因素是在厨房加工环节；而熟肉里
容易引起污染的多是单增李斯特
菌……在水产品中最容易发生食
源性致病菌事件，其次是米面，再

次是生奶奶酪、熟肉、蔬菜、婴幼儿
配方粉、非发酵豆制品等等。

我国目前已经在全国 31 个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监测内容包括
食品中化学污染物和有害因素监
测、食源性致病菌监测及食源性疾
病监测。2012 年在国家、省、地
（市）和县的 2854 个疾控机构实施
食物中毒报告工作，在全国31个省
（市、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465家县级以上试点医院设立了疑
似食源性疾病异常病例/异常健康
事件监测点，并启动开展了食源性
疾病主动监测，建立国家食源性疾
病主动监测网。

微生物管理到底难在哪儿？

目前我国涉及食品致病菌限
量的现行食品标准达 500 多项，但
标准中致病菌指标的设置存在重
复、交叉、矛盾或缺失等问题。根

据《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有
关规定，由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中心牵头起草的《食品中致病菌限
量》标准，将于今年 7 月 1 日起实
施。

据省疾控中心相关专家表示，
微生物的管理存在三难：检验难、
监控难、认识难。据了解，传统的
微生物培养方法时间较长，而新的
快速检验方法则成本较高。监控
方面，集中的问题是覆盖面不足、
技术条件落后、专业人员缺乏。加
之消费者对食源性疾病引不起重
视，认为吃坏肚子，无须报告；另一
个方面消费者对微生物污染片面
地否定。消费者甚至是食品生产
从业人员对于相关食品安全知识
的陌生与匮乏已逐渐成为食品安
全恐慌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食
品安全知识普及的渠道和方式亟
须创新，食品安全风险管控和风险
交流机制的健全和应用迫在眉睫。

6 月 24 日，由甘思咪哚
云南风尚餐厅举办的新品
品 鉴 会 在 郑 州 原 盛 店 举
行。除了过桥米线等已被
大众熟知的云南美食外，此
次品鉴会甘思咪哚还推出
了滇式凉肉、油浸野山菌、
兰豆黑鱼片、松花糕等特色
新菜品供大家品尝。据甘
思咪哚宋总介绍，餐厅的主
厨来自云南腾冲，所以在这
里大家可以品尝到原汁原
味的云南味道。云南菜口
味特点是清香回甜，酸辣适
中，偏酸辣微麻，讲究本味
和原汁原味，酥脆、糯、重
油醇厚，熟而不烂，嫩而不
生，点缀得当，造型逼真。
总之，独特、神秘、多元的
民族文化，赋予了云南菜
系特有的魅力。 （张丽君）

这是发生在河南华泰特缆有
限公司的一件寻常事：

去年 9 月 1 日上午 10 时许，洛
阳分公司的曹保营接到业务员小
赵的电话，反映原定 9 月 1 日交付
客户的一批电线，至今还在郑州物
流托运方手里，如果不采取措施，
很难保证能在当天把电线交付客
户。曹保营一听急了，当即与物流
公司联系，请对方抓紧货运时间，
同时由曹保营亲自驾驶分公司的
客户服务车，直接驶往郑州接货。
当日下午 2 时，双方在约定的郑州
须水立交桥附近会了面。曹保营
迅速从物流车上取下货，驱车返回
洛阳。两个小时后，电线准时交到

了客户手里。
类似的事例，在河南华泰特缆

不胜枚举。正如一位客户评价的，
“事不大，但却体现了华泰特缆一
贯坚守的诚信态度”。

“诚信”是河南华泰特缆核心
价值观的灵魂。公司自创立那天
起，就把“诚信、专业、共赢”作为公
司的核心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确立
了“真芯制作好电缆”的行动纲
领。围绕这一行为准则和行动纲
领，从生产、管理、营销、服务到企
业文化建设，全力倡导、大力培养、
强力推行，使诚信的理念化为员工
的自觉行动。

“专业”是诚信的物化形态，既

体现了员工的工作态度和业务素
质，也反映了公司的产品质量和社
会评价。笔者曾采访了该公司设
备保障部的一名普通车工。这是
一位 1991 年出生的小姑娘，主要
工作是机器设备的维护保养修
理。为了尽快熟悉相关机器设备
的构造、性能和原理，小姑娘在向
书本学的同时，虚心向机修师傅请
教、向操作工人咨询。她坦诚地
说，“我每天的工作时间基本上都
在白天。可在这两年中，我也记不
清有多少次是在睡梦中，又重新爬
起来，穿上衣服赶到车间‘开始夜
战’。”她的理念是：“要么不干，干
就干好!”正是凭着这种精神，连续

几次被公司评为服务之星，获得郑
州市上街区第四届职工技能比武
大赛“技术能手”称号，成为公司员
工爱岗敬业的一个缩影。

“共赢”是企业发展的目标。
对员工，厂成气候人成才；对客户，
互利共赢同发展。近年来，河南华
泰特缆的企业实力不断壮大，员工
素质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销售业
绩步步攀升，产品遍布国内各省市
及欧洲、澳洲、北美洲、东南亚等国
际市场，赢得了客户的一致好评。
陈列在河南华泰特缆荣誉室里的

“全国质量和服务诚信承诺优秀示
范企业”、“质量稳定、售后服务满
意”等奖牌，以及客户发来的一封

封感谢信，为“共赢”作出了生动的
诠释!

回顾这些年的创业历程，公司
负责人感慨万千。他说，“诚信、专
业、共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诚
信”是灵魂、“专业”是路径、“共赢”
是目的。只有坚守“诚信”，才能自
觉地为客户负责、为员工负责、为
社会负责；只有专业，才能保证员
工的素质和产品的质量。而只有
做到了上述两点，才能真正实现企
业与客户、企业与员工共赢的目
标，最终兑现为客户负责、为员工
负责、为社会负责的承诺。

河南华泰特缆的昨天如是、今
天如是，明天更如是！

诚 信 专 业 共 赢
——河南华泰特种电缆有限公司素描之十四

□ 夏竹 刘婷 李雪

“诚信、专业、共赢”，是河南华泰特缆的核心价值观。诚信是
灵魂、专业是路径、共赢是目标。三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最终筑
起事业发展与社会奉献有机统一的大厦。为此，河南华泰特缆不
仅把“ 诚信、专业、共赢”镌刻在了公司门口的石碑上，更铭刻在员
工的心坎里。

（图片由河南华泰特种电缆有限公司提供）

● 国家卫生计生委等部门
日前发布公告，调整含铝食品
添加剂使用规定。从今年7月1
日起，馒头、发糕等面制品（油
炸面制品、挂浆用的面糊、裹
粉、煎炸粉除外）不得添加硫酸
铝钾（钾明矾）和硫酸铝铵（铵
明矾）。铝的主要毒性表现在
神经毒性、生殖和发育毒性，没
有致癌性。风险评估结果显
示，我国居民吃进去的铝按平
均值算，低于国际组织提出的
参考值。

——《人民日报》

● 6月23日举行的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将
对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进行审
议。这将是《食品安全法》自
2009 年通过以来，首次进入法
律修改程序。针对修法，专家
建议，用法律确定机构改革成
果，并将违法广告代言处罚等
规则进一步明确。

——央广新闻

● 国家质检总局6月20日
在青岛启动全国出入境检验检
疫系统“进口食品安全口岸行”
主题日活动。国家质检总局副
局长吴清海说，2013 年我国从
进口报检中检出不合格食品
11023 批,占进口食品报检总批
次的1.14%,其中共退货、销毁各
类 不 合 格 进 口 乳 品 287 批 、
717.49 吨。我国加强进出口商

备案管理,截至 2013 年底,共备
案收货人达1.58万多家,境外出
口商达 5.6 万多家。进口商主
动建立进口食品销售记录21.3
万条。督促企业自主检查、自
主检测,要求乳品、美国猪肉、食
用植物油的进口商提供进口自
检报告。近年来,我国已经累计
对多次出现问题或出现严重问
题的 29 家企业,采取暂停进口
措施。

——网易新闻

● 国家质检总局近日公
布 4 月份不合格进口食品化妆
品黑榜，共有 226 批进口食品、
5 批化妆品。据了解，此次 226
种不合格食品中涉及 15 类产
品，主要不合格产品是饮料
类、糕点饼干类和乳制品类，
来自 35 个国家或地区，品质不
合格、微生物污染和食品添加
剂超标等项目为主要不合格
原因。不合格化妆品涉及其
他化妆品类、肤用化妆品类和
口腔类化妆品 3 类产品，来自
4 个国家，不合格原因为品质、
包装、标签和证书不合格。对
以上不合格的进口食品、化妆
品的问题是入境口岸检验检
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时发现
的，都已依法做退货、销毁或
改作他用处理；这些不合格批
次的食品、化妆品未在国内市
场销售。

——新华网

中国人喝茶已有几千年历
史，作为生活中的常见饮品，茶
味清新淡雅，既能解渴又能养
生，是很多人的挚爱。虽然大家
都爱喝，但不一定人人都会在正
确的时间和季节品茶。可以说，
喝不好，不但起不到保健作用，
还可能导致胃寒腹泻、失眠等不
良影响。

喝茶讲究最佳时间

第一杯是早茶，适合早饭后9
时到 10 时饮用，可以起到提神、
排毒、抗疲劳的作用，是 3 杯茶中
最重要的。早茶最宜选花茶，能
够芳香醒脑，对一天精神都有提
升作用。但要注意，失眠人群不
适合饮用花茶，否则会造成更严
重的睡眠障碍，过敏体质的人也
不宜喝花茶。

第二杯是午茶，在午饭或午
觉后的 1 时到 3 时饮用最好。午
茶可以适当浓一些，能够降低血
脂，保护血管。绿茶之所以具有
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抗病毒等保
健功能，主要是因为茶叶中的多
酚类物质。因此，绿茶适合现泡
现喝。一般来说，绿茶冲泡水温
以 85℃为宜，水初沸即可。冲泡

时间以2~3分钟为好。
第三杯是晚茶，适合晚饭后6

时到 7 时喝，有降血脂、助消化的
功效。红茶最适合晚上喝，因为
发酵茶的咖啡因含量低，对睡眠
影响小。寒性体质的人可以多喝
红茶，它温中驱寒，对胃寒、手脚
发凉、体弱、爱拉肚子的人较有
用。泡红茶最好用沸水，泡的时
间也可以相对更久些。一般来
说，5分钟最佳。

喝茶讲究最佳季节

春夏季节多喝绿茶。信阳毛
尖和碧螺春，这两种绿茶都有生
发作用，可以缓解春困；夏天喝绿
茶能清热解毒、降低血脂。另外，
热性体质的人也应多喝绿茶，因
为绿茶性凉。需要注意的是，空
腹时不宜喝绿茶，其丰富的茶多
酚有收敛作用，会刺激肠胃，空腹
情况下这种刺激更强。

秋天最该喝青茶。青茶，即
乌龙茶，以铁观音、冻顶乌龙为代
表。乌龙茶介于绿茶、红茶之间，
茶性平和，而且不寒不温，非常适
合秋天饮用，可以兴奋神经，使人
神清气爽。

黑茶冬天喝最适合。黑茶，
尤其是熟普洱茶，茶性温和，冬天
寒气重，是阳气闭藏的季节，熟普
洱可以生热暖胃。另外，普洱茶
还具有一定的控制体重的作用。
用低热量的普洱茶，代替日常的
甜饮料，可以控制热量摄入。

喝茶讲究因人而异

四类人不宜饮茶养生。第一
是失眠人群；第二是心动过速的
人；第三是肾功能不好的人、肾衰
患者；第四是孕妇，喝浓茶会造成
胎动不安，甚至引起早产。另外，
慢性病患者喝茶时要注意选淡
茶。 （王茜）

万众期待的世界杯已于 6 月
13 日开赛，球迷们早已摩拳擦掌
做好了夜夜观战的准备。与里
约的时差就意味着必须熬夜看
球赛。对于处于亚健康的多数
球迷来说，身体挑战可想而知。
提醒广大球迷熬夜看球勿忘保
健哦！球迷们在此期间一定要
掌握一些熬夜养生之道，以便健
康地享受足球盛宴。

晚餐有讲究

皮肤在得不到充足睡眠的
情况下，会出现水分和养分的过
度流失，因此晚餐应多吃清淡的
蔬菜水果、鱼和补充一些含原青
花素（葡萄籽提取物产品）或含
有甲壳素的保健品以利于皮肤
恢复弹性和光泽，同时可消除黑
眼圈和使皮肤白皙红润。忌食
辛辣食物和酒精类饮料，最好不

要抽烟。外用含胶元蛋白、甲壳
素成分的护肤用品。

清晨最关键

没睡几个小时就要起床，也
许会头痛欲裂，这时一定要以冷
水洗脸，同时服用对各种头痛有
特效且无副作用的羚羊角滴丸，
令你精神振奋，另外服用含原青
花素、甲壳素的保健品，可有效消
除眼部浮肿，淡化黑眼圈。早餐
可以稍稍偏重富含蛋白质的食
物，如豆浆、鸡蛋等，可以给大脑
补充足够的养分。如服用保健品
可选用含卵磷脂、天然酵素的保
健品。

“水果君”大搜罗

苹果：俗话说“每天吃苹果，
医生远离我”，苹果含有极丰富
的果胶，可以促进排泄，防止动

脉硬化。由于熬夜的人很容易
出现内分泌失调而便秘或者肥
胖，皮肤变差等。因此苹果中大
量的维生素和苹果酸能使积存
于体内的脂肪分解，可有效防止
体态肥胖，增加血色素，使皮肤
变得细腻。

柠檬：可说是水果美白的典
范，经常熬夜的人脸上容易长斑长
痘，柠檬酸能祛斑、防止色素沉着，
内服外涂都很有效果。国外的美
容专家称其为美容水果，常吃柠檬
可帮助消化吸收，令皮肤光洁细
腻。

葡萄：被誉为世界四大水果
之首，葡萄中含有丰富的葡萄糖
及多种维生素，对保护肝脏效果
非常明显。葡萄营养价值极高，
含有丰富的抗氧化成分，能延缓
衰老，非常适合熬夜的人吃。

（魏文杰）

食事
快讯

熬夜不怕 尽享足球盛宴

据河南省商务厅监测，6
月份我省主要生活必需品市
场货源充足、运行平稳。总
体来看，鸡蛋、蔬菜、水果、食
糖价格下降，粮食、桶装食用
油、猪肉、禽类、水产品、食盐、
奶制品价格上涨。被监测的
60种商品中，与5月份相比，
37种价格上涨占61.7%；2种
价格持平占 3.3%，21 种价格
下降占 35%；与去年同期相
比，21 种价格上涨占 35%，3
种价格持平占5%，36种价格
下降占60%。

粮食零售价小幅走高。
6 月我省粮食零售价较前一
月 上 涨 0.35% ，同 比 上 涨
3.83%。目前我省粮食市场
供应充足、需求平稳，预计后
期我省粮价将在现有价位上
平稳运行。

桶装食用油零售价小幅
走高。6 月我省桶装食用油
零售价环比上涨 0.06%，同
比 下 降 3.44% 。 其 中 大 豆
油、调和油环比分别下降
0.52%、0.51%，花生油、菜籽
油 环 比 分 别 上 涨 0.59% 、
0.06%。受国内外原料价格
下跌、消费需求疲软的影响，
预计后期我省食用油价格将
延续弱势震荡的行情。

猪肉零售价小幅上涨。
6 月我省猪肉零售价环比上

涨 2.67% ，同比下降 3.2% 。
受夏季消费需求减弱的影
响，预计后期我省猪肉价格
将弱势运行，并伴随小幅走
低的可能。

禽蛋零售价涨跌各异。
6 月我省鸡蛋零售价环比下
降 1.24% ，同 比 上 涨
22.14%。受夏季蛋鸡产蛋量
下降、消费需求增加的影响，
预计后期我省鸡蛋价格将有
震荡上行的压力。

蔬菜批发价大幅走低。6
月我省蔬菜批发价环比下降
16.25%，同比下降0.84%。受
夏季高温天气影响，预计后期
我省蔬菜价格将步入季节性
上升通道。

水产品批发价小幅走
高。6月我省水产品批发价环
比 上 涨 2.73% ，同 比 上 涨
2.06%。预计后期我省水产品
价格仍有小幅走高的压力。

水果批发价小幅走低。6
月我省水果批发价环比下降
4.17%，同比上涨 9.69%。其
中西瓜、葡萄、香蕉环比分别
下 降 46.96% 、26.11% 、
7.25%。随着夏季时令水果的
大量上市，预计后期我省水果
价格仍有小幅走低的可能。

河南省商务厅市场运
行调节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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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河南省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