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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30余中国游客
大巴济州岛出车祸

据韩国NewsOne新闻网报道，
当地时间26日下午2点10分左右，一
辆搭载30多名中国游客的大巴，在
济州岛与一辆小货车相撞，共造成
13人受伤，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接
受治疗。

据报道，这辆观光大巴包括一
名司机、一名导游和中国游客，共搭
载了32人。

报道称，伤者在送往附近医院治疗
后，已无大碍。另外，小货车司机伤势
严重，还在医院急救中。目前，当地警方
正在调查车祸发生原因。（法制晚报）

中国帆船队员
越南海域失踪

10月25日，诺莱仕帆船Ark323
船队在从越南芽庄前往巴厘岛的途
中，一名船员于22时许被发现落海
失踪，具体原因不明。27日中午，中
国驻越南大使馆证实该消息。目前，
越南海事部门和帆船俱乐部岸队正
全力展开救援。

失踪船员赛军，23岁，厦门大学
新闻系2014届毕业生。据哥哥赛斌
介绍，赛军今年年初加入Ark323船
队，是船队的领航员。前方救援人员
称，赛军落水位置在距胡志明市3点
半钟位置300公里的地方，离越南最
近的海岸约150公里。

27日上午，诺莱仕俱乐部负责
人介绍，此次航行是前往参加比赛的
途中，也是赛前的拉力训练。船上共
11名人员，由新西兰教练带队，计划
参加今年12月的“劳力士悉尼至霍巴
特帆船赛”。据初步了解，船员落水原
因可能与操作球帆有关，“这是航行
过程中一个正常的作业，具体怎么落
水还不清楚。”该负责人表示，Ark323
船队目前共有15名船员，今年是第一
次参加悉尼的帆船赛事。

这位负责人称，事发后，俱乐部
岸队人员立即组织当地救援，并于26
日联系了直升机搜寻。目前，越南官
方海事部门是最主要的搜救力量。27
日中午，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人员称，
船上人员第一时间联系到大使馆领
事部，领事部门提供了一些解决方
案，正在积极救援中。 （新京报）

IMF把脉：沙特5年破产
即使中东地区也难以承受油价

永远维持低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最新报告预测，在5年或更短
时间内，中东一部分产油国将用光现
金，包括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成
员国沙特阿拉伯、阿曼和巴林。

IMF估算，仅2015年，低油价就将
令中东地区财富蒸发大约3600亿美
元。随着油价从去年的每桶100多美元
回落至45美元左右，一些中东产油国
开始被迫动用压箱底的应急资金。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25
日援引报告内容报道：“石油出口国
需要调整收支政策，确保财政稳定。”

IMF认为，作为世界最大产油
国，沙特财政要实现预算平衡，需要
油价上涨至每桶106美元；而沙特几
乎没给油价连续5年维持在每桶50美
元这种情况准备足够的财政缓冲。

这或许是沙特快速行动着手储
备现金的原因。沙特今年早些时候
通过发债融资40亿美元。其中央银
行过去6个月间从美国贝莱德投资
集团等资产管理机构融资至多700
亿美元。

英国凯投国际宏观经济咨询公
司估算，历经多年巨额财政盈余后，
沙特今年经常项目赤字可占国内生
产总值20%，而应急资金虽依然高
达将近7000亿美元，却在迅速减少。
尽管沙特有意削减部分支出，但社
会福利和军费支出应该难以削减。
总部位于英国的风险控制集团助理
总监亨利·史密斯说，鉴于中东局势
动荡，“削减社会福利有点政治赌博
的意味”。

IMF预测，对于伊朗而言，实现
收支平衡的油价是每桶72美元，能
够挺过不到10年的低油价行情。这
一前景似乎比其他邻国乐观，但仍
要看西方取消对伊制裁和伊核协议
执行的具体情况。

IMF说，伊拉克几无财政缓冲，
而且依然缠斗在与“伊斯兰国”的战
事中。据IMF，巴林同样承受不小的
财政压力，可能在5年时间内失去所
有选项。巴林已经负债运转，已连续
数年背负财政赤字。

IMF认为，科威特、卡塔尔和阿
联酋等国家对低油价困难期的准备
更为充分，因为这些国家趁高油价
时期囤积了足够石油收入，可以挺
过数十年低油价行情。这家机构说，
阿联酋可忍受将近30年每桶50美元
左右的低油价。卡塔尔和科威特能
维持将近25年。 （新华国际）

据《纽约时报》报道，一份最新发表的
研究报告显示，如果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续
以目前速度增加，那到本世纪末，波斯湾
地区的热指数可达73摄氏度，届时许多城
市从本质上或将不适宜人类居住。

据报道，这份报告发表在学术期刊
《自然气候变化》杂志上，该报告作者为
洛约拉马利蒙特大学土木工程和环境科
学助理教授的杰里米·帕尔，以及麻省理
工大学、从事有关气候研究方面的教授
埃尔塔希尔。

热指数太高太高

报道称，在这份报告之前已有研究
表明，这种情况预计将在200年内发生。

但最新的报告得出的时间相较之前更
短，其得出结论主要依据气候模型并关
注区域地形和条件，从而进行预估。

报告写道，由于人们对气候变化的
“贡献”，在中东一些人口密集中心“可能
会经历人类所无法忍受的温度”。据报道，
由于海湾地区地理及气候特殊，因此闷热
的夏季会对人们造成威胁。一旦离开空
调，高温将影响到在室外工作的人们，比
如从事农业和建设工作的人们。

对于“夏天的痛苦”到底是因为温度
还是湿度所致的争论，研究人员表明，二
者皆有之。

当湿球温度达到35摄氏度时，即使
人类通过排汗的方式降温也无法冷静下

来。埃尔塔希尔教授表示，湿球温度与国家
气象局所使用的温度测量方式并不相同。

湿球温度是指同等空气状态下，空
气中水蒸气达到饱和时的空气温度。埃
尔塔希尔教授估计，湿球温度达到35摄
氏度时，结合热量与湿度得出的热指数
约为165华氏度（约为73.8摄氏度）。

人类“扛不住”

2003年，热浪席卷欧洲造成7万余人
丧生，受影响的大多为幼小的孩子、老人
以及体弱者。但根据这份最新研究报告，
在湿球温度达到165华氏度时，即使是身
体素质最强的人，也无法在这样的天气
中待上6个小时。

“任何人都可以在桑拿房中，感受空
气湿度在这样测量中的重要性。”埃尔塔
希尔教授举例称，“你可以在芬兰桑拿浴
中将温度提高至100华氏度（约为37.7摄
氏度），即使环境温度高于体温，但芬兰
桑拿十分干燥，人类可以通过出汗来进
行有效降温。相反，土耳其浴中，湿度几
乎为100%，温度达到40摄氏度时，即使出
汗也无法摆脱热量的累积。”

埃尔塔希尔教授指出，到本世纪末，如
同现在一样35摄氏度的夏天“大约可以被
称作是一个正常的夏天”。但届时，每隔10
年或是20年，便会出现一次湿球温度达到
甚至超过35摄氏度的情况。“当这样的情况
发生时，就会是非常致命的。”（东方早报）

哪些肉类致癌
● 被列为I类致癌物的肉制品，指的是什么？

根据WHO的定义，加工肉类指代经过腌
制，熏烤。常见的加工肉类有：热狗、火腿、香
肠、午餐肉、培根、咸肉、熏肉……
● 被列为 II类致癌物的红肉，指的又是什
么？肉不都是红的吗？

红肉指代所有哺乳动物的肌肉组织，比如
猪肉、牛肉、羊肉、马肉……
● 加工肉类和砒霜被共同列入I类致癌物，
这么说，培根和砒霜毒性一样了？

并不是。世卫组织“致癌物”分级是根据“致癌
证据”强弱而定，与“致癌性”强弱（“毒性”）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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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结论一出，舆论哗然。

难道无肉不欢的朋友们真得从此告别肉食？
这是否意味着火腿肠、培根等肉制品就不能吃了？

现年116岁的琼斯
是目前世界上最长寿的
人。她告诉《时代》周刊，
长寿习惯源于百年习惯，
即早餐都吃培根。她的厨
房甚至挂着一条小标语：
培根让一切更美好。

热指数达73℃
本世纪末波斯湾或不适合人类居住

致癌风险多大
如果不吃肉的人肠癌风险1%
那么吃的人风险是1.18%

中国食品安全博士钟凯介绍，IARC将致
癌物分为四类，加工肉类和砒霜确实同属于1
类，不过致癌物分类的依据并不是谁致癌的能
力更强，而是科学证据的确凿程度。越是致癌
证据明确的，级别越高，而致癌的能力则与分
级没有必然联系。

“致癌物也有‘量’的概念”。世卫组织的报
告称每天食用50g的加工肉制品，患结肠癌的
风险会增加18%。食品安全博士云无心称，可
以理解为，如果不吃肉的人得肠癌的风险是
1%，那么吃的人风险是1.18%。

肉类为何致癌
亚硝基化合物损坏肠道细胞
增加DNA出错几率

加工肉制品致癌的依据何在？英国饮食学
教授桑德斯解释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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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硝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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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吃多少肉会患癌究竟吃多少肉会患癌？？

总的来说吃肉致癌风险很小
问：每年有多少例患者因为吃加工肉制品和红肉而患癌？
答：据“全球疾病负担项目”这一独立学术研究机构的最新统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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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红肉并没有被确认为导致癌症的原因，然而如果二者存在因果关
系，“全球疾病负担项目”估计，每年因过度摄入红肉而导致癌症死亡病例将有5万人。但每年由吸
烟致癌并死亡的有100万，因饮酒致癌死亡的有60万，因空气污染致癌死亡的有20万。

问：能否量化吃红肉和加工肉制品的风险？
答：通过我们的分析和研究，总的来说吃加工肉制品导致癌症增加的风险很小。在这些研究

中，患癌风险通常会随着肉类摄入量的增加而增加。通过10份研究的数据分析估测出，每天吃50
克的加工肉，可以增加患直肠癌18%的几率。

有报道说世界最长寿老人每天吃培根有报道说世界最长寿老人每天吃培根？？

吃肉不意味死得更快
问：有报道称世界最长寿老人每天都吃培根，这该如何解释？
答：很多人提出这样的疑问，但这很难解释得清楚。吃加工肉制品和红肉，并不意味着人就会

死得更快。只能说，每天摄入加工肉制品和红肉的数量越多，其患癌的风险也会随着增加。我们说
吸烟会增加患癌风险，然而这世界上也有很多吸烟者活得很久的例子。

问：中国人也很爱吃腊肉，如果非要吃，有何建议？
答：IARC是专门评估癌症原因和证据的科研机构，不会做任何建议。我们对癌症问题的专题

研究，常供政府机构比如世界卫生组织等参考制定相关饮食建议和政策等。
问：请教您一个私人问题，您本人吃不吃肉？
答：哈哈，我和绝大多数人一样，每天也要吃肉。只不过这篇报告出来后，我得限制吃肉的量了。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专门采访了发布“肉
制品致癌”报告的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
机构（IARC）通讯组负责人尼可拉斯·古丁博
士(右图)。他坦言，人们没有必要恐慌，报告只
是想提醒人们某些食物具有致癌性，需要注意
控制肉类摄入量。他还透露，这份报告分析的
800多份研究中有一些还是来自中国的研究。

成都商报记者 王雅林

800800多份研究能代表全世界多份研究能代表全世界？？

有些研究来自中国
问：这份报告是来自10个国家的22名专家，分析了800多份有关肉类饮食与癌症之间关联的

研究，编写出来。您认为这足以代表整体情况么？
答：我们分析了20多年的相关研究，总共有800多份研究、科学文献、期刊等。考虑到其时间跨

度和涵盖范围，这些背景足以让我们得出报告中结论。
问：据了解，参与该报告的22名专家来自10个国家，多数是欧美国家，其中2人来自日本。而中

国是人口大国，对红肉和加工肉制品同样十分喜爱。这800多份研究中有无研究中国的案例或参
考中国的科学研究？

答：我查阅资料后发现，这些研究中的确有一些是来自中国的研究。事实上，我们这一评估分
析过程从1年前就向世界所有科学家们开放了，任何希望参与该项目小组的人都可以申请参与，
或者将他们发表过的科学论文提供给我们分析，因此最终呈现的结果是来自10个国家的22名专
家参与该报告。

关于世卫组织“肉制品致癌的报告”的报告

我们还能
愉快地吃肉吗

首先，不要恐慌，肉类所提供的营养物质是我
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平衡的膳食中的肉类并不会
使人们统统得上癌症。但是，如果肉食已经是你食
谱的全部，或者大多数的话，是时候进行改变了。

美国畜牧业者表
示，美国是全球最大的
红肉消费国，美国民众
热爱培根、火腿、腌肉
等加工肉品。在国民健
康和国家强大的过程
中，肉食功不可没。

吃香肠等于抽烟吃香肠等于抽烟？？

同级致癌物，危险不同等
问：报告中指出，加工肉制品和烟草、石棉，都被列为一级致癌物，这令不少人有些恐慌。请问

这是否意味着食用香肠和吸烟、石棉污染同等危险呢？
答：不。虽然加工肉制品和烟草、石棉被列为同一级致癌物，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同等危险。

IARC的分类标准是基于证明某介质是导致癌症因素科学证据的强度，而非根据评估致癌风险的
高低。关于致癌风险的具体几率，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人们也没有必要恐慌。我们只需要控制肉类
摄入量即可。

比如香蕉皮可以引发事故，但发生的概率并不高，造成的伤害通常不会很严重。但在IARC的
危害辨识系统中，‘香蕉皮’和‘汽车’会被划分在同一类中——二者均肯定会引发事故。

结
论

前言

认识

寻因

评估

释疑
先看两个反面案例

“红肉强国”“培根长寿”

本组稿件除署名均外据新华网、人民网、参考消息

世卫报告发布者向成都商报释疑：

我也每天吃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