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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宣布3年内“消灭”反式脂肪
它会增加人类患心脏病的风险，但是爆米花饼干少了它就会失去美味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澎湃新
闻等报道，当地时间6月16日，美国
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宣布，3年内
将几乎全面禁用含有反式脂肪的添
加剂，要求国内食品业者逐步淘汰
这种早被视为不健康、甚至致命的
食品添加剂。

不过，美国食品业将会受到冲
击。这不但可能让不少诸如包装零
食、烘焙糕点和油炸食物等美味从
此消失，还无可避免地迫使更多食
品更换原料，为食品业者带来重大
的技术与经营挑战。

减少心脏病心血管疾病

FDA代理局长奥斯特洛夫表
示：“我们对人造反式脂肪的主要来
源采取行动，显示我们致力于维护
所有美国人的心脏健康。”

此前，FDA官员曾评估，如实行
这一新措施，美国每年或可减少2万
人心脏病发并预防7000起心血管死
亡病例。

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食品业
为减少使用动物制品含有的饱和脂
肪，改用反式脂肪。反式脂肪自上市
以来，受到部分FDA的认可程序保
护，但近30年来的大量研究认为，反
式脂肪摄取与心脏病及其他心血管
疾病相关。

美国国家医学研究所此前分析
称，反式脂肪没有所谓的安全摄取
量，因为这种油脂会增加人体内的

“坏胆固醇”，减少“好胆固醇”，它对
人类心脏伤害最大，甚至超过也会
造成心脏病的饱和脂肪。

2006年，为减少反式脂肪添加
量，FDA出台标示食品反式脂肪含
量规定：只要每份食品中反式脂肪
含量不到1克，即可标示反式脂肪含
量为零。FDA表示，这项标示规定使
得食品业采取行动改造许多产品，
过去10年来，反式脂肪消耗量大减
78%。

2013年，奥巴马政府宣布反式
脂肪会造成严重健康风险、会增加
坏胆固醇，并不是“一般认定的安
全”，美国农业部将反式脂肪从“一
般认定的安全”的食品名单中移除。
如今，FDA仍然表示：“反式脂肪摄
取量虽已减少很多，但目前的摄取
量仍能造成公共卫生上的顾虑。”因
此，出于公众健康考虑，FDA决定要
彻底“消灭”反式脂肪。

反式脂肪有助食品定型

在FDA宣传反式脂肪的种种威
胁之时，美国食品业则称，微量添加
反式脂肪是安全的。

目前，食品业大厂已经联手研
拟食品添加请愿书，要求FDA允许
部分使用反式脂肪，例如：杯子蛋
糕、饼干和冰淇淋上撒有的巧克力
末或糖粒。

食品杂货制造商协会是食品业
最大商会，由其领导的工作小组将
负责草拟请愿书。协会主管表示，食
品业正在收集相关资料，提出科学
证据，证明某些使用是无害的。

据悉，食品加工业者和餐厅所
以会使用反式脂肪，通常是为了有
助定型，比如让烘焙糕点不会黏在
设备上，延长保存期限，稳定味道、
颜色或是提升风味。专家则建议食品
商将产生反式脂肪的氢化油改用植物
油，例如：椰子油和棕榈油、少量饱和
脂肪、单元不饱和脂肪和多元不饱和
脂肪混合植物油，这些油延长保存期
限和口感都和反式脂肪相同。

根据FDA规定，美国食品加工
业者将有3年时间调整，“或是改变
产品配方，使之不含部分氢化油（反
式脂肪），或是向FDA提出申诉，要
求允许为特定需要使用部分氢化油

（反式脂肪）”。而在这段过渡期之
后，所有人类食品不得再添加任何
产生反式脂肪的添加剂，除非获得
FDA批淮。

14种可能会消失的美味
1 .花生酱巧克力豆：这种看起来

就像外星人爱的糖果，恐怕不再是外
星人熟悉的美味。

2 .冷冻披萨：不少牌子的冷冻
披萨有反式脂肪，吃货也只能向冷
冻披萨道别，改叫外送披萨了。

3 .人造奶油乳玛琳：这种广受
欢迎的人造奶油充满了反式脂肪。

4 .甜甜圈：多数甜甜圈含有反
式脂肪，但全面禁用不会让甜甜圈
人间蒸发，只是特有的口感将不再。

5 .咖啡奶精：货架上找得到的
不少咖啡奶精靠反式脂肪维持浓醇
香的绵密口感。这下他们得找其他

秘方制造同样的浓醇香效果了。
6 .电影院爆米花：电影院的爆

米花为何会宇宙无敌超级好吃，现
在我们总算知道原因了——— 秘密就
是大量的反式脂肪。

7 .早餐谷物：当你吃早餐谷物
泡牛奶时，绝不会想到会有反式脂
肪在里面，不过有些品牌的确有。

8 .饼干：包括丽滋饼（Ritz）在内
的人气品牌饼干内含有反式脂肪。饼
干公司的配方恐怕得全部重改了。

9 .Fig Newtons水果夹心饼：这
种美国儿童午后点心的味道，将从
此改变了。

10 .幸运饼干：如果幸运饼干消
失了，就永远无法得知饼干内含的
预言字条准或不准了。

11 .糖霜蛋糕：当罐头糖霜不再内
含反式脂肪，生日蛋糕会变成什么呢？

12 .有嚼劲的天然果麦条：对于
不喜欢一口咬下硬果麦条就要断一
颗牙齿的人来说，这样就伤脑筋了。

13 .冷冻面团：饼干、派皮等冷冻
面团通常含有某种程度的反式脂肪。

14 .速食：洋葱圈、薯条以及很多
其他传统的速食都有反式脂肪。汉堡
王可能没多久得改名“花椰菜王”了。

据澎湃新闻

菲密集播放南海纪录片引发华人担忧
据新华社电 菲律宾政府上周

发布首集南海纪录片，旨在向岛内民
众“介绍”南海问题。对于这部煽动反
华情绪的影片，在菲律宾的华人表达
担忧。

纪录片进行舆论误导

菲律宾华文报纸《世界日报》１７
日在头版刊登题为《菲对中国人负面
情绪升温 使馆提醒在菲公民及机
构加强防范》的文章，认为这其中原
因可能是菲律宾这部南海纪录片“舆

论宣传的误导”。
华文媒体菲信网也发表评论说：

“中菲南海纷争，时势不容乐观，加上
菲国近期在电视台播放南海纪录片
对国民宣传仇华言论，对本就火药味
的时局带来非常危险的不利因素，令
人担忧。”

“国与国争吵，纯属正常之事，也
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事，但现在最可
怕的是，政府煽动民众，教唆民众，灌
输反华言论，误导菲人激发仇华情
绪，这是直接重击在菲华人之要害，
给华人的安居乐业带来沉重打击，事

态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无疑是给在菲
华人埋下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后患无
穷！”

根据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查尔
斯·何塞先前的说法，菲政府播放
这部纪录片的目的是“告知我们的
民 众 ，提 升 他 们 对 南 海 问 题 的 意
识，希望他们为菲律宾政府的外交
政策提供支持”。菲律宾军方公共
关系办公室主任哈罗德·卡布诺克
则宣称，“播放南海纪录片将帮助政
府在菲律宾人心中灌输爱国主义，
尤其是针对那些没有意识到南海问

题的人”。

密集播放翻译成英文

菲律宾外交部介绍，纪录片名为
《自由》，暗含自由群岛（即菲律宾所
占我南沙岛礁的称谓）之意，分为三
集，分别从经济、历史和法律角度讲
述南海问题。《海洋权益》６月１２日，即
菲律宾独立１１７周年纪念日在菲律宾
国家媒体、人民电视台４套（ＰＴＶ４）首
播。

为了达到密集宣传目的，人民电

视台４套还将在１５日至１９日晚间连续
播出。

第二集和第三集分别定于６月底
和７月初播出。

菲律宾总统府网站先前还置顶
纪录片的新闻，同时附有转发社交网
站“脸书”和微博客网站“推特”的链
接。

据菲外交部介绍，该纪录片为菲
律宾语，主要面向菲律宾本国民众和
海外菲律宾人。但依据计划，该纪录
片还将翻译成英文，以供国际上的观
众。

中国出台标准 暂未禁止反式脂肪
据新华社电 美国此次决心消

灭被食品行业中普遍使用的反式脂
肪，中国对于该种被提示会造成健康
危害的添加剂又采取过哪些措施？

标准＞＞ 每天摄入

量不能超过2 . 2克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针对媒体报道较

多的反式脂肪酸问题，当时中国卫
生部正式做出回应：已组织开展反
式脂肪酸风险监测评估工作，在风
险评估的基础上，将按照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程序组织开展相关标准的
制修订工作。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实施的《预包装
食品营养标签通则》规定，如食品配
料含有或生产过程中使用了氢化和

（或）部分氢化油脂，必须在食品标
签的营养成分表中标示反式脂肪酸

含量。同样，标准中还规定，如果１００
克食品中的反式脂肪酸含量低于
０．３克就可以标示为“０”。

标准指出，每天摄入反式脂肪
酸不应超过２.２克，过多摄入有害健
康。反式脂肪酸摄入量应少于每日
总能量的１％，过多摄入有害健康。
过多摄入反式脂肪酸可使血液胆固
醇增高，从而增加心血管疾病发生
的风险。

评估＞＞ 0 . 4%城市

居民摄入量超值
２０１３年７月，国家食品安全风险

评估中心正式发布《中国居民反式脂
肪酸膳食摄入水平及其风险评估》。

《评估》显示，我国居民通过膳食摄入
的反式脂肪酸所提供的能量占膳食
总能量的０.１６％，北京、广州这样的大

城市居民也仅为０．３４％，远低于世界
卫生组织建议的１％限值，也显著低
于西方发达国家居民的摄入量。

本次评估还发现加工食品是城
市居民膳食反式脂肪酸的主要来
源，占总摄入量的７１．２％，其余为天
然来源。在加工食品中，植物油的贡
献占４９．８％，其他加工食品的贡献
率较低，如糕点、饼干、面包等均不
足５％。市面上多数品牌的咖啡伴侣
不含反式脂肪酸或含量很低。

《评估》指出，虽然目前我国居民
反式脂肪酸摄入量总体较低，但调查
发现约０．４％的城市居民摄入量超过
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值。随着经济社
会发展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含反式脂
肪酸的加工食品消费量还会有所增
加，烹调用植物油的消费量也在增
加，因此业界、政府、科学界和消费者
都应当给予适当关注。奥巴马和梅德韦杰夫在大口吃含有反式脂肪的汉堡。 资料片

哪些食物里含有反式脂肪？
为增加货架期和产品稳定性而添加氢化油的产品中都可以发现反式脂肪。如下：

焙烤食品 饼干、面包、糕点、西饼等

快餐 汉堡、薯条、炸鸡、冰激凌等

饮品 冲剂奶茶、咖啡伴侣或速溶咖啡

其他食品 方便面、巧克力、沙拉酱等

如：牛肉、羊肉
牛奶、羊奶、鸡肉、猪肉等

如：精炼油及烹调油温过高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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