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长沙2月20日电 给孩子服用
过多维生素导致孩子中毒、老年人乱服保健
品、自行配制草药治病被送医抢救……记者
调查发现，由于各种原因，老年人、儿童成为
乱服保健品伤身的高危人群，很多人由于迷
恋各种保健品不能自拔，成为名副其实的

“保健品控”。

乱服保健品中毒，儿童和老年人
成高危人群

前不久，在湖南省儿童医院急诊
科，一位女童因服用了超量的维生素AD而
接受洗胃治疗。她的母亲悔恨地说：“我跟
孩子说维生素多吃一些无所谓，她每天像吃
糖一样吃，最多的一次吃了30多粒。”

湖南省儿童医院急诊综合一科主任罗
海燕接诊过多例因乱服维生素危害身体的
儿童，“我们通过洗胃和导泄才将孩子体内
的维生素清出体外，很多家长认为给孩子吃
多一点维生素有益身体，殊不知过度服用维
生素 AD会导致血钙升高，出现脑血肿、头
痛等症状。”

一些家长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盲
目给孩子服用保健品，导致孩子中毒的事频
发。“一些婴儿腹泻几个月查不出原因，后来
才知道是家长给孩子吃多了鱼肝油，导致孩
子肠胃负担过重，发生迁延性腹泻。这些家
长好心办坏事，健康素养太低了。”深圳市龙
岗区第四人民医院儿科主任邓俊彪说。

相比于儿童而言，老年人乱服保健品的
现象更为严峻。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中毒
科主任赖燕接诊过多例因乱服保健品和各
种“神药”而导致铅中毒的老年人。

“家住宁乡的胡女士、邓先生老两口患
有冠心病，他们担心服用西药有副作用，就
自行购买保健品吃，还自己批发中草药吃，
家里堆满了从批发市场买来的草药，每天熬
一锅当茶喝，后来双双中毒被送到医院急
救。我们发现这对夫妻购买的保健品和草
药均含有大量铅化合物，长期服用将危及性

命。”赖燕说。
很多老年人有病不就医，而是“自医”。

“近年来，因乱服保健品导致铅中毒的患者
激增，很多糖尿病患者长期服用声称能根治
糖尿病的神奇胶囊，导致铅中毒出现呕吐、
腹痛症状，被紧急送医接受驱铅、护肝治疗
后才好转，我想提醒老年人，所有声称能根
治糖尿病、高血压的保健品都是睁眼说瞎
话！”赖燕说。

“保健品控”们各有各的“控”

湖南省老年医学与健康科学传播团队
首席专家、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老年医学科
刘幼硕教授说，近年来，沉迷于各类奇葩养
生方式和购买保健品的人群不断扩大，“保
健品控”们常有以下类型：

——渴望关注、渴求温暖型。“我一天
要吃十种保健品，卖保健品的小伙子比我
儿子对我还亲热，我就喜欢在他那买保健
品！”家住常德的梅兰大妈是实打实的“保
健品控”，她的退休工资全部用于购买保健
品。

刘幼硕说，很多老年人保健意识越来
越强，身边没有孩子，常常陷入孤独、寂
寞的情绪，那些“训练有素”的保健品销
售员见有机可乘，便趁机拉老年人参加讲
座、活动，让老人们倍感关怀，甘愿为其
营销的保健品买单。

——自我补偿型。一些老年人觉得自
己辛苦半辈子了，晚年该享清福，
而他们安享晚年的方式就是购买保
健品。“以前老年人在一起是比谁
家儿女优秀，后来有孙子了，就比

谁的孙子更聪明，现在越来越多老年人开
始攀比谁的保健品更贵。他们完全没有意
识到乱吃保健品对身体的危害。”湘雅三医
院老年病科副教授江凤林说。

——四处寻求偏方型。“排队几个小时
看病，医生三分钟就打发我了，说我已经
是癌症晚期了，难道我就等死吗？我现在
四处寻找偏方，只要对我身体好的，我都
吃。”肿瘤患者刘梅（化名）告诉记者。

“慢性病患者乱服保健品不但没有补
身体，还给健康带来隐患。”中南大学医
院药学研究所所长、湘雅医院副院长龚志
成介绍，一些病人在服药的同时喜欢服用
保健品，以为这样是在养生，殊不知这不
仅加重了肝肾负担，还可能发生药物相互
作用。

“很多人是出于对疾病的恐惧而不停地
购买保健品，认为这就是爱自己的表现，
与其说是身体需要，不如说是满足自己的心
理需要。应加强对他们的健康宣教和心理
辅导，解除心瘾。”湖南省脑科医院大精神科
主任周旭辉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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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 2019年2月20日，
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
房峰辉受贿、行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进行
了宣判，认定房峰辉犯受贿罪、行贿罪、巨额
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
产，追缴的赃款赃物上缴国库。

房峰辉被军事法院判处无期
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记者侯晓

晨）针对有报道称坦桑尼亚法院因中国公
民杨凤兰走私象牙判处其15年监禁，外
交部发言人耿爽20日表示，支持坦桑尼
亚有关部门依法、公正查处和审理此案。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
道，外号“象牙女王”的中国女商人杨凤兰周
二被坦桑尼亚法院判处15年监禁，她被控
走私2吨左右的象牙。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中国一贯高度重视濒危野生
动植物保护，严格履行根据《濒危野生动

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承担的国际义务。
我们制定了以野生动物保护法、森林法、
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为核心
的国内法律法规体系。

“自2015年以来，中国先后颁布停止
进口象牙雕刻品、狩猎纪念物象牙和停止
国内象牙商业性加工销售的举措，受到国
际社会的一致好评。”耿爽指出，中国政府
对参与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非法贸
易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对相关犯罪
分子坚决依法惩处。

耿爽表示，中国政府一贯要求海外中
国公民遵守当地法律法规，不袒护中国公
民的违法犯罪行为，支持坦桑尼亚有关部
门依法、公正查处和审理此案。“中方愿同
包括坦桑尼亚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继续
为保护濒危野生动植物和遏制非法贸易
作出贡献。”

“在此我也要再次提醒前往非洲国家
的中国公民，增强守法意识，切勿购买或
携带象牙、犀牛角等珍稀野生动物制品。”
他说。

新华社兰州2月20日电（记者 张玉洁）红外
相机记录的影像资料显示，雪豹频现祁连山西
端的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盐池
湾保护站站长乌力吉介绍，现已对鱼儿红片区
的 50 台红外相机进行回收。2018 年下半年，
这些架设在海拔 3000 多米的相机共捕捉到雪
豹影像 60 次。画面记录下的雪豹均独自活
动，有的雪豹翘起尾巴在岩体上进行尿液标
记，还有雪豹被雨淋湿。

2018年1月，该局布设的红外相机还捕捉
到1母3子雪豹“同框”的画面。

“根据这些资料可以大体判断，雪豹在祁
连山西端的分布较为密集，具体数量有待进一
步监测。”乌力吉说。

此外，这 50 台红外相机还拍摄到熊、狐
狸、白唇鹿、岩羊等野生动物，共计拍摄照片
及视频约 3000 张(条)。“兔狲、藏野驴、豺均
是鱼儿红片区内首次用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动
物。这些资料对当地生物多样性监测提供了帮
助。”

2018年6月至12月，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在4个重点区域进行雪豹调查
及红外相机布设监测工作，共布设红外相机
234 台，收集粪便 120 份，调查面积 3075 平方
公里。

2018 年 4 月，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与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合作开
展雪豹保护项目。此次鱼儿红片区的雪豹调查
工作由双方共同组织。

“此区域是雪豹的迁徙廊道。系统布设红
外相机监测雪豹及其猎物种群动态，对该片区
野生动物系统监测和保护起到积极作用。”世
界自然基金会雪豹项目专家张常智说。

雪豹是食肉动物，属于高原生态系统的旗
舰物种，能够敏锐反映区域生态状况，主要活
动在环喜马拉雅区域。

新华社西安 2月 20 日电（记者 李浩）19
日，西安市政府印发《西安市秦岭北麓生态环
境保护地域网格化管理实施办法》，搭建市、
区县(高新区)、镇街、村和社区以及企事业单
位四级网格化管理平台，构建“以块为主、条
块结合，处置联动、责任到人”的秦岭北麓生
态环境监管网格。其中，一级网格由市长任网
格长。

办法规定，西安市设 1 个一级网格(市
级)，7 个二级网格(沿山六区县、高新区)，48
个三级网格(镇街、景区管理局)，1572 个四级
网格(村、社区以及林场、自然保护区、森林
公园、院校等企事业单位)。

各级网格员巡查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网
格区域内各类乱搭乱建及其他建设行为；各类
乱砍乱伐行为，侵占林地毁林毁草，破坏植
被，乱挖野生植物等行为；乱采乱挖行为，在
河道、自然保护区、水源地保护区等区域采矿
采砂、取石、取土、开垦行为；乱排乱放行
为，各类污水直排，沙土弃渣、畜禽养殖粪
便、各类垃圾露天堆放行为；乱捕乱猎野生保
护动物行为和涉及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加工利用
的场所；破坏文化遗存、文物古迹、古树名
木、古刹庙宇等行为；所有危害山、水、林、
田、湖、草生态资源的行为；其他所有无法判
断的改变周围生态环境和地形地貌的行为等 8
种行为。

新华社长春2月20日电（记者周立
权）吉林省公主岭市，现今已是吉林省直
管县级市，这里较早的名字叫怀德县，知
名抗日爱国人士杜重远就出生在这里。
在那个血雨腥风的时代，杜重远无论是在
东北、华北还是远赴西北新疆，都在为抗
日救国奔走呼号。

杜重远原名杜乾学，出生于 1898
年。1911年考入沈阳省立两级师范附属中
学。毕业时正值袁世凯称帝复辟，参加学
生爱国运动，取任重道远之意，改名重远。

1917 年杜重远赴日本留学，入东京

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陶瓷制造。为反对“二
十一条”，1922年他组织东京留学生进行
反帝示威游行，作为学生代表回国向北洋
政府抗议请愿。

1923 年杜重远回国后在奉天（今沈
阳）创建东北第一座制陶厂——肇新窑业
公司。1927年任奉天总商会副会长。之
后，会同其他东北爱国人士发动了10万
民众抗议日本在东北临江非法增设领事
馆的示威游行，同时开展抵制日货运动，
推动了东北各地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杜重远前往北平（今
北京），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成为东北民众
抗日救国会的领导骨干。不久到上海，结
识周恩来，提倡“发展国货工业，作经济上
的实际抗日”。他经常在《生活》周刊上发
表抗日救国的文章。1933 年初，率领救
国会战地宣传队赴热河抗日前线慰问抗
日军队，宣传抗日。

1934 年 2 月，杜重远在上海创办《新
生》周刊，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反对国民党
政府的绥靖政策，倡导发动“一场自己的
反帝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1935 年 7
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1936年，借
到上海虹桥疗养院就医之机，先后与爱国
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会面，商讨抗
日救国事宜。1936年秋刑满出狱
后，赴西安推动张学良、杨虎城两
位将军联共抗日。全国抗战爆发
后，奔走各地，积极进行抗日救亡

工作，热情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政策。

1937 年 9 月，杜重远在太原与周恩
来、彭德怀、徐向前等人会面，并在《抗战》
上撰文介绍中共领导人及其抗日救国的
主张。受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的邀请，
1937年10月、1938年6月和10月三次赴
新疆考察。

1939年，杜重远应盛世才之邀，出任
新疆学院院长。在新疆工作期间，为进行
抗日救亡宣传，激发新疆各族人民的爱国
热情，带领学生到北疆各地进行社会调查
和抗日宣传，并经常撰写宣传抗日爱国思
想的文章在《反帝战线》上发表。

为更好地保卫建设新疆，他聘请茅
盾等知名学者到新疆学院任教以培养大
批人才，并想方设法从内地购买了大批
图书资料和教学仪器，还请知名文艺人
士到新疆从事文艺宣传活动。

1940 年 5 月，杜重远因不断发表宣
传进步思想的文章，遭到军阀盛世才的
嫉恨，被逮捕入狱。盛世才捏造“汉
奸”等罪名，对他施以各种酷刑，严刑
逼供，但杜重远始终坚贞不屈，直至被
秘密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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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回应坦方审理中国公民走私象牙案

抗日爱国人士杜重远抗日爱国人士杜重远：：抗日救国我辈之责抗日救国我辈之责

““保健品控保健品控””成瘾调查成瘾调查

这是杜重远像。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