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些观点认为每日适度饮
酒可预防中风。 但中外团队日
前在英国《柳叶刀》杂志发表
报告说，他们开展的最新研究
所得出的证据否定了这一观
点， 随着酒精摄入量增加，高
血压和中风的风险也会逐步
提高。

此前不少研究显示， 过量
饮酒会增加中风的发生率，但
对少量或适度饮酒是否会增加
或减少中风发生率， 一直以来
还未有明确定论。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大
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等机构研究
人员通过问卷调查， 收集了中

国 50 多万名成年人饮酒情况，
并展开了长达 10年的随访。

结果显示， 与不饮酒的人
相比，平均每天饮酒量为 1 至 2
杯的男性中风风险会增加 10%
至 15%， 平均饮酒量达到 4 杯
的男 性中 风 的 风 险 会 增 加
35%。 轻度或适度饮酒并没有

起到预防中风的作用。
研究人员还对超过 16 万

名调查对象检测了两个遗传变
异位点， 这些变异能影响人们
对酒精的代谢能力及饮酒能
力。 结果显示，由于遗传变异，
一些男性不能喝酒， 也降低了
高血压和中风的风险。

研究人员表示， 在西方人
群中， 几乎没有显著影响酒精
代谢的遗传变异， 因此难以开
展类似研究。 但这项研究所揭
示的在东亚人群中酒精对中风
不良影响的结果， 应该适用于
全球其他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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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不减肥， 六月徒伤
悲”，天气回暖，不少爱美人士
又开始为了瘦身“尝遍百草”。
近期，一种号称“不走胃，不伤
身”的“减肥笔”悄然走红，成为
不少网络红人的首推产品。“不
到一个月减重 8斤”“90斤的世
界你想不想去看看” ……看了
以后有些跃跃欲试的你， 可能
并不知道，这支小小的“笔”却
暗藏着诸多健康风险。

只是笔不是药？
卖家含糊买家迷糊

“运动太累，节食太苦，那
你一定要试试瘦身笔。 ”这支名
为 Saxenda 的“减肥笔”，在大
部分卖家的形容下，是“唯一同
时获得美国、欧洲、韩国许可”
的安全减肥神药。

记者咨询多个卖家， 他们
均表示该减肥笔通过了美国
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
证，并已在韩国、香港上市，安
全无副作用。 一支“减肥笔”售
价从 1000 元到 2000 元不等，
卖家宣称“一支就能减重 5-8
公斤，不反弹”。

“笔”听上去温和，其本质

却是一种针剂， 需要使用者自
行消毒，使用针头在腹部、大腿
或上臂等部位进行皮下注射，
与糖尿病患者注射胰岛素的过
程十分类似。

记者查询 FDA 网站对这
种“减肥笔”的批文，名为 Sax-
enda 的减肥笔实际是利拉鲁
肽注射液。 而利拉鲁肽是一种
人胰高糖素样肽 -1（GLP-1）
类似物， 正是糖尿病的治疗药
物。

尽管谈起“减肥笔”的好处
时滔滔不绝， 大部分卖家对其
真正成分却并不了解， 反而信
口开河。 一位卖家声称自己于
某大学医学系毕业， 但当记者
咨询“减肥笔”和利拉鲁肽注射
液是否有区别时， 卖家却连基
础的药物概念都混淆：“你说的
这是胰岛素， 我这个减肥笔不
一样的。 ”一名售卖者称，如果
注射后几天没有明显减重，就
加大药量， 并称这是“医生建
议”。

缺乏医药常识的卖家、只
夸不贬的宣传语， 使得“减肥
笔”销量节节攀升。 一位微商表
示，自己每月出售的“减肥笔”

就有几百支。 一家香港美容机
构的客服更称其每月销量高达
几百盒（每盒三支）。 不少人在
不清楚药物成分、 作用原理和
副作用的情况下就贸然开始了
为自己“扎针”的减肥实验。

减肥“神药”暗藏健康风险
公开资料显示， 这款药物

的确已获得 FDA 批准，用于慢
性体重管理， 并已在韩国等地
上市， 但并未获得中国内地的
上市许可。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
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表
示，对于中国人而言，利拉鲁肽
用于减肥的使用方法与范围，
甚至其详细的副作用都尚不明
确。

记者调查发现， 实际上，
Saxenda 对用药者的体重和身
体状况有着严格要求， 仅被批
准用于体重指数（BMI） 为 30
或更大的成年人，或 BMI 为 27
或更大同时伴有至少一种与体
重相关疾病， 如高血压、2 型糖
尿病或高胆固醇（血脂异常）的
成年人。

这意味着， 一名身高 165

厘米的成年人， 需要体重超过
163 斤才符合“减肥笔”的使用
标准。 但从社交网络充斥的大
量使用心得、视频分享来看，不
少都是身材匀称、 却仍熟练地
为自己扎减肥针的使用者。

此外，Saxenda 官方列出
了多达八大项的潜在副作用，
包括恶心、低血糖、腹泻等常见
不良反应， 还有导致甲状腺肿
瘤、肾脏问题、抑郁症或自杀念
头等风险， 并提示有特定家族
病史者不能使用， 有特定疾病
者需要咨询医师后使用。

但这些让人看完颇有些冷
汗涔涔的详尽说明， 在“减肥
笔”售卖者那里统统被一句“用
完可能会有点恶心”轻轻带过。
在记者称自己有胃部疾病、家
族病史后， 卖家仍极力推荐这
款“不走胃”的“减肥笔”：“反正
肯定比你吃的减肥药要安全。 ”

渠道不明药效存疑
专家建议慎用药

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一
位内分泌科医师告诉记者，因
利拉鲁肽药品具有抑制食欲的

效果， 有些人擅自将其作为减
肥药使用， 但通常医生并不会
为减肥这个单一目的就开出利
拉鲁肽的处方。 即使真的用于
减肥， 也应当考虑使用者的体
重指数、血糖情况等，对于体重
指数低于 30 的人，更建议采取
少吃多动、 均衡饮食的方式减
肥。

该医生还提示， 目前市场
上泛滥的一些号称“韩国整容
医院使用”“国外进口” 的减肥
笔，不仅来源不明、真假难以保
证， 并且由于利拉鲁肽有冷藏
保存、不可冷冻等贮藏要求，很
难知道这些从非正规渠道购买
的“减肥笔” 是否合规储存运
输，药效会否受到影响。

利拉鲁肽也并非真如“微
商”所鼓吹的是减肥神药。 中
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
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提到，研
究认为仅 34%的患者可望在
使用利拉鲁肽一年后体重减
轻 10%。 消费者应在加强药品
安全自我保护意识的同时，对
类似情况进行积极投诉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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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打针就能轻松瘦？

网红“减肥笔”暗藏健康风险

新研究否定适度饮酒可预防中风

/背景链接 /
欧盟和美国飞机制造商补贴

纠纷是世贸组织受理时间最长、
最复杂的诉讼。

美欧 2004 年先后向世贸组
织提起诉讼， 指认对方向飞机制
造商提供大量补贴， 违反国际贸
易规则。

世贸组织 2012年 3月裁定，
美国政府违规补贴波音公司数以

十亿计美元， 要求美方结束这一
举措。 世贸组织今年 3月底发布
针对波音补贴案执行情况的报
告，认定美方没有履行 2012年裁
决， 仍以减税方式每年向波音提
供大约 1亿美元违规补贴。

世贸组织先前裁定欧盟违规
补贴空客。 这一国际机构 2018
年 5 月裁定，欧盟仍然没有结束
对空客的违规补贴。 /新华社

110亿美元！
特朗普要加征关税破坏美欧“游戏默契”？

美国总统特朗普 8 日再次挑动美欧贸易关系“神经”，指认欧盟违规补贴空中客车公司，导致美方航空业损失 110 亿美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天深夜发
布拟定加征关税的欧盟产品清单，涵盖空客飞机到名牌奶酪等品类。

欧盟官员随即就此回应称美方夸大“损失”，正等待世界贸易组织仲裁，并暗示有报复举措。
分析人士指出，美欧之间围绕波音和空客接受政府补贴的贸易诉讼是双方惯用的“贸易战术”。 特朗普此时拿空客“说事”，显示他始终没放弃使用“极限施

压”手段迫使贸易伙伴为美国“让利”。 只是，打破游戏规则并不容易。

谁动了谁的奶酪？
按照美方说法，欧盟违反

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补贴空客
公司， 每年使美国航空业、尤
其是波音公司损失 110 亿美
元。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据此
启动美国《1974 年贸易法》第
301 条款程序，拟对同等价值
的欧盟输美产品加征关税。

欧盟委员会官员 9 日对
媒体说，欧盟也在准备对美国
违规补贴波音公司的贸易报
复措施， 不过愿意与美方磋
商。

一些人担心飞机制造商
补贴纠纷会触发美欧新一轮
贸易争端。 法国财政部长布鲁

诺·勒梅尔 8 日在首都巴黎召
开的一场记者会上说：“我恳
求（美欧）达成友好协议……
我无法相信双方会陷入贸易
战，即便只涉及航空业。 ”

空客方面在一份声明中
说，美方为报复欧盟而准备的
征税清单“完全不正当”。

拿空客开刀“蓄谋已久”
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

中心常务副主任、上海欧洲学会
学术研究部主任忻华说，特朗普
拿空客开刀是“蓄谋已久”。

对于欧盟支持欧洲核心产
业的各种产业政策与研发政
策，美方一直耿耿于怀。特朗普
再挥关税大棒， 希望迫使欧盟
在双边贸易关系中向美国作出
让步， 向美国的产品和服务进

一步开放市场， 同时也显示美
国企图重塑国际多边贸易体制
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

另外， 特朗普也看到，欧
盟迫切希望与美国重开双边
自由贸易谈判，因而他越来越
不在乎欧洲盟友希望维护现
有贸易秩序的诉求。

忻华说，假如美方落实威
胁，欧盟必定反击，但力度可

能有限，可能会重复去年 7 月
的做法， 派高层要员赴美商
谈。

去年欧盟委员会主席容
克与特朗普商谈后，双方就暂
缓对欧盟输美汽车加征关税
事宜达成妥协，现在特朗普拿
空客开刀， 说明妥协是暂时
的，特朗普一直没有放弃就贸
易议题对欧盟施压；同理，对

“狠话”好说“狠事”难做
美欧航空企业补贴争端已经

持续十几年， 跨越几届政府，预
期还将“纠结”多年。 特朗普“借
题发挥”， 但这次恐怕找错了突
破口。 特朗普上台后频频对欧
盟、日本等主要贸易伙伴“说狠
话”，但能否落实为“做狠事”，要

看美国国内相关利益方是否支
持。

美欧、 美日之间的经济利益
盘根错节，没有显著矛盾，又是意
识形态和安全领域的盟友， 特朗
普想借“交易艺术”不花代价让欧
盟和日本作出让步并不容易。

其他盟友和伙伴，如日本，一旦 时机合适，美方不会“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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