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体质量指数（BMI），
用一个人身高与体重之间
的关系来反映其是否肥胖，
是用体重公斤数除以身高
米 数 平 方 得 出 的 数 字 ，
BMI=体重÷身高的平方。
中 国 成 年 人 的 BMI 值 在
18.5~24为正常体形，24~28
为超重，28以上为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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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我国首部医学减重共识
——《中国超重/肥胖医学营养治疗
（2015）专家共识》在京发布，计划在全
国39家试点医院开设医学减重专病门
诊。日前，在成都举行的中华医学会第
十届全国肠外肠内营养学大会上，主持
编写这部“医学减重共识”的北京协和
医院肠内肠外营养副主任医师陈伟教
授，以及四川省人民医院代谢组学多学
科实验室副主任江华副教授接受成都
商报记者专访，详解为什么减肥这么
难，并为减肥的人开出一张可能是最靠
谱的“处方”——用科学把减肥管起来。

单纯的肥胖本身就是一种病

2013年6月，美国医学会宣布正式将
肥胖的定义从一种“状态”改成“疾病”，
也就是说，即使肥胖暂时没有引起其他
疾病，单纯的肥胖本身就是一种病。

作为带头主持编写“医学减重共识”
的专家，陈伟教授深知肥胖给人的健康
带来的威胁，“哪怕是轻度的肥胖，也会
成为各种疾病的潜在诱因。”他告诉记
者，目前的医学研究已经明确，肥胖会引
起包括心血管疾病、肾病、糖尿病等在内
的多种代谢疾病，同时也是部分恶性肿
瘤的直接病因。陈伟教授介绍，一份涉及
全国10万人群、随访时间长达9年的研究
发现，对超重者进行持续的生活方式干
预，对各种疾病的减少高达93%。

想要减肥？大脑这一关不好过

很多人想减肥，但真正成功的人却

不多，绝大多数体重暂时下降的人可能
在接下来的5年内反弹。陈伟教授介绍，
大脑有一套调节体重的强大系统，它为
身体设定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体重值。例
如，你用尽各种方法把体重从150斤减
到了120斤，大脑就会理所当然地宣布
身体进入饥饿警戒状态，并用一切办法
让体重恢复正常值。

减肥还会引起一些更严重的反应：
当体重下降后，有些女性会发生闭经，
因为大脑会认为她的体重太轻，身体无
法处理怀孕这个复杂的过程，从而自动
关闭她的生殖系统。

追求“短平快”这种减肥不靠谱

上述这些大脑反应，就是减肥为什
么这么难实现和难维持的重要原因之
一，这绝不仅仅是缺乏意志力的缘故。
要让大脑重新设定默认体重值，需要在
很长一段时间内让食物摄入和新陈代
谢维持在适应低体重的水平，“所以需
要整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和长期维持。”
陈伟教授说。

正是大脑的“倒戈”，让很多人来来
回回地折腾，屡战屡败。“网上传播有各
种各样的减肥方法，很多都是不靠谱的，
甚至是以损害健康为代价的。”陈伟教授
表示，这些减肥方法的特点是追求“短平
快”——针灸也好，减肥药也好，过程中
的营养损失都是不可忽视的。“还有大量
青春期的女性，因为节食而患上不同程
度的神经性厌食。”

“要健康减肥并永久成功，应该有

人来帮你科学地管理、督促，最好还能
找到志同道合的群体，有同伴的支持。”
陈伟教授说，减肥应该有人来做科学、
规范的实践方法，“这就是我们做这部

‘医学减重共识’的初衷。”

找个减肥“管家”改变生活方式

在“医学减重共识”推出后，陈伟教
授继续为了建立在这部“共识”指导下
的减肥门诊乃至减肥管理体系而奔走，
除了不断吸纳全国各地的医院加入，他
还筹划推出一款减肥管理的手机应用。

“我们的目标是在今年内全国有500家
医院参与进来，争取一年可以为1万名
肥胖者提供服务”，在这个减肥门诊，来
自营养科、内分泌科、胃肠外科以及中
医科的医生联合出诊，根据患者需要提
供手术、药物治疗和营养支持等。在成
都，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和四川省人民医
院成为首批加入的医院。

这种减肥门诊，除了医生的诊断和
治疗方案外，对患者的减肥成功将起到
重要作用的还有“减肥管理师”——在1
月~3个月的时间内，他将成为患者整个
生活的“管家”，一对一地帮助每位患者
制定食谱、康复方案和运动计划，通过
手机应用来按时向患者推送各种提醒。
此外，减肥管理师还会引导患者积极参
与减肥社区讨论，获取“同伴支持”。

陈伟教授相信，专业的“减肥管理”
能够真正地帮助亟须减肥的患者改变
体重，从改变生活方式开始。

成都商报记者 王欢摄影报道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四川省
肿瘤医院获悉，该院将与美国杜克
大学医学院病理系共同建立“病理
学远程诊断平台”，这是西部首个在
肿瘤领域内与世界一流医疗教学机
构建立的病理远程会诊体系。

杜克大学是美国著名研究型大
学，其医学院在2015年美国最佳医
学院排行榜上名列第8位。代表杜克
大学医学院与省肿瘤医院合作的是
病理系主任黄教悌教授，他的研究
方向为前列腺癌病理学，此次受四
川省肿瘤医院和睿瑾健康基金的邀

请来蓉学术交流。“高水平的病理诊
断与医生的经验有很大关系。”黄
教悌教授介绍，老百姓去医院看病，
首先关心的是自己得的什么病，也
就是医生说的“临床诊断”。体内长
了一个肿瘤，是恶性还是良性？怎么
手术？术后是否需要后续治疗？医生
决定这些治疗方案的依据，大多数
来自于那一小小的玻璃——病理切
片。病理诊断被医学界公认为疾病
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的得出，
全都靠病理医生的那一双眼，病理
诊断的准确与否，直接影响患者的
健康和命运，所以他们被誉为肿瘤
治疗的“幕后英雄”。

“一家医院的病理科诊断水平，
是决定其诊疗水平的前提和中心。”
省肿瘤医院院长郎锦义表示，美国
的整体病理诊断水平处于世界领先
地位，黄教悌教授领导的病理系可
以提供卓越的肿瘤细胞病理学、基
因测序等专科病理诊断，开展远程
病理会诊将明显提高省肿瘤医院的
肿瘤诊断水平，让四川患者在家门
口就能接受国际一流水平的医疗服
务。成都商报记者 王欢 摄影报道

每天大家都在吃各种颜色的蔬
果。那么，蔬果颜色不同，是否意味
着各自含有不同的营养？就此，成都
商报四川名医专门采访了成都医学
院第一附属医院营养师孟德姣。

孟德姣说，蔬菜水果都含有较
为丰富的膳食纤维，纤维素有促进
肠道蠕动、帮助人体排毒、防止便
秘、减少直肠癌的发病、控制血糖
的功效。现如今，很多慢性病的发
生，都是由于缺乏膳食纤维。多食
用蔬菜水果，增加人体膳食纤维的
摄入，对于各种慢性病的管理都有
不错的效果。人类所需的营养，当
然不可能只从一种颜色的食物中
得到，每天应摄入300~500g的蔬菜
和200~350g的水果，尽可能选择5
种以上的蔬果。

孟德姣提醒，无论是何种颜色

的蔬果，在榨汁过程中都会有维生
素的损耗，还有不溶性膳食纤维的
丢失，与完整果蔬相比在胃肠排空
速度、血糖水平、饱腹感、激素变化
等方面的反应都不一样。

各种颜色的食物都有什么不同
的功效呢？怎样才能将彩色食物的
功效发挥到最大呢？赶紧扫描二维
码，关注“成都商报四川名医”，在后
台输入关键词“彩色”即可获得相关
信息。 （肖肃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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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日前
公布的数据显示，在5月监控的包
括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深圳、
武汉、杭州、天津、重庆、成都在
内的十大城市中，成都是唯一一
个同比涨幅下行的城市，同比跌
幅4.02%，环比涨幅仅为0.15%。

在房地产市场总体降温和
楼市去库存的大背景下，与前4个
月的高调相比，进入5月份，房企
明显偏于谨慎。销售方面，在上
海、深圳等地收紧政策后，商品
房销售也有所降温。国家统计局
数据显示，1月~5月，商品房销售
面积4795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33.2%，增速比1月~4月回落3.3个
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额36775亿
元，增长50.7%，增速回落5.2个百
分点。

根据世家机构提供的5月份
监控数据中可以看出，成都主城
区住宅成交均价为在9864元/㎡、
9987元/㎡、9843元/㎡范围波动。
而二手房方面，根据链家地产提
供的数据，5月成都二手房参考均
价：8550元/平米，环比上月下跌
2.24%，同比去年下跌0.62%。5月
成交量：9621套，环比上月下跌
20.15%，同比去年上涨42.07%。对
于房价走势，吉信行潘海认为，
成都的房价一直没有大起大落
过，稳中有升是近几年成都房价
的常态。

成都商报记者 符小晓

时至年中，又到了楼市半年盘点的时候。
除了涨价涨得快的楼盘，购房者和业内也会更

加关注那些卖得好的房子。卖得不错的项目，证明
市场和购房者的认可度高，有着足够亮点去吸引购
房者。那些抓住了上半年三、四月销售小高潮的楼
盘，靠快速走量成为了上半年成都楼市的赢家。

这次，盘点上半年卖得好的项目，一方面是为
了见证上面成都楼市的火爆，另外一方面也预示
着今年楼市的下半场已至，开发商也要为下半年
的业绩做好准备。
■成都万达城

去年亮相的成都万达城，三个月的销售额相
当于都江堰一年的楼市销售。今年也不例外，万达
城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截至上周，整个项目共
计销售1800套房源，90墅、洋房和公寓都是主力销
售产品，共计销售金额10个亿，基本完成了集团下
达的半年销售任务。”上半年，成都万达城通过一
系列的活动和新媒体宣传活动，带动了整个销售。
在加强了对外地客户的宣传之后，四川周边的甘
肃、青海、西藏等地的客户被大量地吸引过来，成
为了购买成都万达城的主力客户群。
■信和·御龙山

据成都商报记者了解，截至上周，信和·御龙山
项目共计销售近800套房源，销售金额近8亿元。

信和·御龙山项目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我们项目的主力户型是80多平米的套二和90多
平方米的套三，所以这两个户型在比例上是销售
最好的。除此之外，套四的户型虽然比较少，但是
目前的销售情况也非常不错。”
■中洲·锦城湖岸

中洲·锦城湖岸项目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截至目前，项目共计认购800余套房源，认购金额

约为11亿元，这个数据相比中洲·锦城湖岸5月15
日开盘当天的销售数据略有提升。据中洲方面透
露，75平方米~125平方米左右的户型最受欢迎。

按照业内人士的看法，蒙彼利埃和锦城湖的资
源配套，以及定位城市新中产的打法，让中洲·锦城
湖岸吸引了大批在城南有置业需求的购房者。
■中港·CCpark

976套，销售金额12亿元，主力销售的户型区
间为80平方米~120平方米，这个是中港·CCpark上
半年的销售情况。

这个位于东二环旁边的项目，从去年开盘起一
直走得顺风顺水，销售情况一路走高。在机构统计
的全成都周销售和月度销售排行榜中，中港·
CCpark项目长期居于前列。这也从侧面说明了，项
目已经形成了良好的销售口碑，近1000套的销售数
据也印证了这一点。
■龙湖九里晴川

该项目位于地铁1号线广
都站口，毗邻750亩新川之心公
园仅500米，截至目前九里晴川
销售近1100套，揽金近14亿元。
■恒大·天府半岛

这是去年12月恒大收购的
河畔新世界项目。3月27日，项
目易主后首次开盘，当日成交
1000余套，销售额达7.98亿元。
截至发稿时，累计认购1602套，
共计12.5亿元。目前，项目主推
户型为95平方米~140平方米，
均价7300元/平方米，带1500元/
平方米的装修。

成都商报记者 陈佳曜

单价最高涨幅超5000元
揭秘成都高端楼盘涨价的背后

2016年上半年 这些楼盘卖得“欢”

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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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3月份成都楼市传出一波涨价潮，媒体调查后发现，大多数楼盘所谓涨价其
实是阶段性收回优惠的市场试探。而现在，成都商报记者发现，确实有“涨价”的
楼盘，而且都是高端项目。

这些楼盘的市场信心是什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些楼盘涨价背后的原因。

从3月开始，楼市就传出诸多涨价
的消息，成都商报记者调查后发现，如
中德·英伦联邦、龙湖世纪风景、西派国
际、中信城、复地·金融岛、中海·九号公
馆、仁恒·滨河湾等楼盘纷纷收回优惠，
变向微调，优惠幅度多是在售楼部现场
收紧2个点。这其中，城南绕城内外、城
东攀成钢的高端大平层成为非常明显
的涨点。

根据四川中原地产监测数据显示，成
都楼盘的涨价，价格基数小、涨幅不大、销
售平稳。然而从3月到现在，城南高端大平
层三大热盘上调价格，其中绕城内的复
地·金融岛、中大·文儒德、润富国际花园
涨幅最为猛烈，三个项目基本都上涨
2000~5000元/平方米，涨幅最高达到30%。
这样的数值在整个成都楼市来看，都足以
让人侧目，更何况出现在相同的区域。

现象现象// 城南高端楼盘上调价格

5月中旬，复地·金融岛二期开盘，现
场的购房者发现楼盘单价已经从一期的
13000~16000 元/平 方 米 变 成 了 17000~
20000元/平方米。短短数月，复地·金融岛
有些户型的单价上涨达到30%，而其突破
20000元/平方米的楼王户型，在清水房价
位中显得如此的鹤立鸡群。

此外还有润富国际花园，这个从2014年
第一次开盘后就提出收优惠的楼盘，均价从

16000元/平方米的涨到现在的18000元/平方
米，目前最高单价已经突破25000元/平方米。

地处锦城湖畔的中大·文儒德，2015
年的年底开盘，到目前均价涨了5%，其楼
王产品更是突破35000元/平方米，其中253
平方米的畅销户型，总价接近900万元。据
了解，其最受欢迎的180平方米户型已经
从去年的19000元/平方米涨到了23800元/
平方米。

价格价格// 城南多个高端楼盘看“涨”

稍微了解城南楼市的购房者都能看
出来，以上三个涨价盘都地处城南金融城
或者锦城湖附近。

从三大楼盘相关负责人的涨价原因
中，也不难发现这个关键词：稀缺资源。

“复地·金融岛是成都绕城内唯一的
岛屿楼盘，锦江环绕的得天独厚，加上产
品正好对应了市场需求，产品形成疯抢的
状况一直存在。5月中旬二期开盘以后，客
户签约率接近100%，也可以看出，虽然涨
价，但是客户对于金融岛预估的价值也是
匹配的。”复地·金融岛相关负责人表示。

“正对锦城湖的高端产品凤毛麟角，
在客户眼中，中大·文儒德是区域必看的
高端标志性楼盘。”中大·文儒德项目销售
经理在说到项目优势时十分自信，他认为
虽然价格上涨，但是近期的购买态势显
示，5月20日到现在已经销售1.58亿，上周

又推出跃层产品。
润富国际花园也给出了相同的观点：

绕城内，城南的好地块越来越少，高端产
品越来越稀缺。而这两者，正是楼盘的价
值核心所在。润富国际花园从开盘后就
靠口碑传播带动销售，而整个团队也树
立了极大的信心。

“2月以来，国家相继出台多项楼市利好
政策，迎来了小阳春，优惠收缩的现象也屡
屡出现。但是到了5月，高端楼市出现了明显
的上扬走势。”成都房地产业内知名人士朱
亚表示，目前股市情况时好时坏，投资渠道
相应缩减，购房仍然是人民币保值的优选通
道，而选择什么样的房子就成为大家最关注
的话题，从目前情况看，好地段、好资源、好
产品的均好性，正好满足了一些财富人群对
财产安全的考虑，因此满足价格上涨条件，
仍有不错的销量。 成都商报记者 叶涛

原因原因// 绕城内，资源稀缺成为信心来源

成都房价温柔
稳中有涨

彩色食物的秘密，你吃对了吗？

在成都做病理检查
找美国顶级专家“云诊断”
西部首个癌症远程病理会诊平台将落户省肿瘤医院

要减肥成功
找个专业的“管家”吧！

中国首部医学减重共识主要编写人接受成都商报专访：

去年5月，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了一项时间跨度超过
30年、188个国家参与的研究。统计数据显示，全球肥胖或超重人群
已经达到了21亿人，约等于整个地球人口的30%。中国也没能在这
一“肥胖全球化”的趋势中幸免，国家卫计委公布的《2015年中国居民
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男性和女性平
均体重分别为66.2公斤和57.3公斤，成人超重率为30.1%，肥胖率为
11.9%，比2002年分别上升了7.3和4.8个百分点。

？

四川省肿瘤医院院长郎锦义（左）与美
国杜克大学医学院病理系主任黄教悌

减肥难不难
是不是觉得“胖来如山倒，胖去如抽丝”
是不是屡战屡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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