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530000报料热线：

12 2019年8月13日 星期二 责编 黄佩丽 校对 卢英万象

国内》 环球》 社会》 趣闻》

科技》

新华社北京 8 月 12 日电 生酮饮食
提倡高脂肪、低碳水、适量蛋白质的饮食
结构，受到一些减肥人士的推崇。然而
近期刊登在国际期刊《营养素》的一项新
研究发现，在短期生酮饮食之后如果立
即恢复正常碳水化合物摄入，很容易造
成血管损伤。

研究人员以 9名健康年轻男性为对
象，让他们在采用为期 7天的生酮饮食
法后喝下含有 75克葡萄糖的饮料。他
们的生酮饮食结构为 70%的脂肪、10%
的碳水化合物和 20%的蛋白质，符合当
下流行的生酮饮食法。

结果显示，这些人体内出现一些生
物标记物，提示血管壁受损。研究人员
认为，造成这种损伤的最主要原因是短
期生酮饮食使体内糖稳态受损，恢复碳
水化合物摄入后血糖迅速升高引发代谢
反应，导致血管细胞脱落。

这项研究的通讯作者、加拿大不列
颠哥伦比亚大学奥卡诺根分校副教授乔
纳森·利特尔说，对心血管疾病高风险人
群而言，使用生酮饮食法后一旦血糖激
增，反而会对血管产生不利影响。

研究人员说，由于这次参与研究的
对象均为男性且人数较少，未来他们需
要更多研究来验证这些发现。

有观点认为，生酮饮食可以让身
体进入“酮症”状态，以体内脂肪而不
是葡萄糖作为能量来源。但一些专家
认为，长期坚持这种饮食法存在健康
风险。

生酮饮食减肥
可能面临血管损伤风险

《北京晚报》消息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一名县治安官助理驾巡逻车处理一起报案
途中，一头熊“从天而降”落在巡逻车上。
车辆翻转起火。所幸治安官助理及时逃
出，没有大碍。

美联社 10日援引政府消息源报道，那
名加州洪堡县治安官助理本月 3日驾驶巡
逻车去处理奥尔良社区一起用药过度的
报案。

当地时间晚 11 时左右，他驾车沿 96
号州际公路行驶时，一头熊“从很陡的路
堤上”不知是不慎摔到还是主动跳到车
上，总之是重重落在巡逻车发动机盖和前
挡风玻璃上。车辆在熊的重击下撞上路
堤，随后翻转起火。不过，县治安官助理设
法逃出，没有受重伤。车辆和附近大片植
被遭焚毁。

至于那头熊，加州交通局说：“不用担
心，熊逃走了。”加州交通局借助社交媒体
提醒公众，驾车观赏沿途风光时要保持警
觉，因为“熊和鹿等动物与我们共享家园”。

突“降”狗熊 汽车翻转起火

据新华社 没人确切知道这项比赛
的诞生过程。美国奇趣新闻网站报道，
这项运动据说源于弗里斯兰省，当地人
试图发明一些涉及日常生活用品的比
赛，以打发无聊时光。

比赛用木杆通常立置水中，彼此相
距数米，以免选手因打瞌睡或身体麻木
而滑下时受伤。现在的比赛用木杆通常
配备坐板和靠背，规则允许参赛者每隔
几小时去趟厕所。上世纪70年代早期，
参赛者完全不能离开木杆，即便想“方
便”一下，也只能用帆布挡着，原地使用
木桶解决。即便规则这般严格，仍有人
在 1972年“坐木杆世界锦标赛”中创下
连续坐92小时的“好成绩”。

坐木杆运动由于不够激动人心，现
在更多是一个旅游项目。值得一提的
是，这项无聊运动赋予电影人灵感，有了
荷兰电影史上最糟糕影片之一《世纪体
育人》。影片讲述一名坐木杆狂热爱好
者训练自己打破坐木杆纪录的故事，
2006年获得两项荷兰“金洋葱奖”提名，
分别是最差影片奖和最差导演奖。

新华社堪培拉8月12日电 澳大利亚
政府 12日宣布，将在 20年内投入 30亿澳
元（1澳元约合 0.68美元）用于装备尖端设
备，从而提升特种部队战斗力。

澳政府官网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对
特种部队的投入是为了继续加强 2016年
澳国防白皮书提到的特殊作战能力。

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在声明
中表示，政府批准投入资金，将确保特种部
队拥有尖端设备和能力，从而更好应对包
括恐怖主义在内的威胁。

声明介绍说，此次对特种部队的投入
第一阶段名为“格雷芬项目”，预计投入 5
亿澳元。澳国防部长琳达·雷诺兹表示，

“格雷芬项目”将向特种部队提供最优良装
备，同时帮助特种部队与情报、科技等机构
合作，以评估未来威胁与机遇。

澳政府将投入30亿澳元
武装特种部队

荷兰奇怪比赛
看谁坐木杆时间最长

据新华社达卡8月12日电 近期，孟加拉
国登革热病例呈不断上升趋势。孟官方最
新数据显示，截至11日，今年该国登革热总
病例为41178例，其中死亡人数为40人。

据孟加拉国卫生和家庭福利部下属的
卫生服务总局最新公布的数据，10日上午
8时至 11日上午 8时，24小时内全国新增
登革热病例2334例，其中首都达卡新增病
例 981例。截至 11日，4000多名患者在达
卡接受治疗，还有4000多名患者在达卡以
外地区接受治疗，另有 3万多人在医院或
诊所接受治疗后已经出院。

登革热疫情暴发以来，驻孟中资企业
纷纷行动起来帮助当地民众采取防治措
施。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驻孟加拉
国办事处、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
孟加拉国项目部等中资企业在当地开展了
防范登革热疫情宣传活动，并捐赠了相关
防护用品和设备等。

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馆提醒，在孟加
拉国中国公民近期应注意防范登革热疫
情，采取必要防范措施，如增加杀蚊频率，
减少居住地蚊虫滋生，备足驱蚊水、蚊香等
防蚊物品。如出现发热等不适症状，请及
时就医等。

九江市旅游集散中心
环山景区直通车每日9:00/12:30/15:00发，东林
假日酒店温泉返11:30/14:50/17:30，沿线大佛、
白鹿洞、秀峰、三叠泉景区可上下。4001696123

诚招九江市各县、区代理和经销商，
半价拿货。电话微信:15390836833

三精双黄连牙膏

8229333喜洋洋搬家
18070219392平安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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浔阳晚报旗下
生活服务平台

提前发现脑梗、脑中风，中医治高血压、糖
尿病、心脏病等。聘康复理疗师及文员。
咨询：13320025312

张机医馆

新闻写作通讯员
行政事业单位负责宣传人员优先

详询：15170993505

免费培训
濂溪区化纤工业园，现有厂房一楼
约3000平方米，二楼约6000平方
米，层高约4.2米出租，价格面议，
电话8318782，13707926893。

厂房
招租电话：8102787 8104787

空调
维修

九江利民家电
专业空调维修
清洗、加氟、保养、空调移机、拆装

四码头中心地段，4500平方，租金低。
电话：15979960888 林

宾馆 KTV转让

九江汽车工业园（九园路与安顺路交汇
处）二楼1100m2厂房招租，有货物升降
电梯，有停车场和门卫。租金：10元/m2。
联系人：李女士 13607929672 13607924116

招
租

因本人外地发展，现将经营五年的
九江一成熟培训学校转让，两个校
区分别位于湖滨和花果园北路。
学校生源充足，具有合法培训学校
资质。有意者联系:13755213135

培训学校转让

孟加拉国登革热病例超4万
中国企业伸援手

据新华社莫斯科8月12日电 俄罗斯
国防部12日发布公告说，俄驻叙利亚赫迈
米姆空军基地防空部队日前击落了抵近该
基地进行侦察的6架无人机。

公告说，11日晚间，叙利亚极端分子发
出的 6架无人机从西北方向接近基地，该
基地防空部队第一时间在安全距离内将这
些无人机摧毁。

公告指出，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物
质损失，基地运转正常。

俄驻叙利亚空军基地
击落抵近侦察的6架无人机

据新华社重庆8月12日电 记者从重
庆机场集团了解到，有着“云端机场”之称
的重庆巫山机场本月16日将正式通航。

巫山机场距巫山县城15公里，海拔高
度 1771.48米，是目前重庆海拔最高的民
用机场，有着“云端机场”之称。建于群山
之巅的巫山机场，南侧可俯瞰瞿塘峡一江
碧水向东流，东侧可远眺巫峡和神女峰，
是可以观赏到高峡平湖景观的机场。

巫山机场启用后，将开通由华夏航空
执飞的重庆至巫山航线。今年下半年，还
将开通由东方航空执飞的烟台经停巫山
到重庆航线，以及南方航空执飞的巫山到
广州航线。

长江三峡“云端机场”
16日将正式通航

据新华社郑州8月12日电 记者12日
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获悉，从1999年
8 月 12 日至今，黄河实现连续 20 年不断
流，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奔流不息，支撑着
流域经济和社会发展。

在人们的印象中，“黄河之水天上
来”，以恢宏的气势奔流入海。但从 20世
纪70年代开始，黄河出现断流，1972年至
1999 年的 28 年，有 22 年发生断流，其中
1997年断流达 226天，断流河道达 704千
米，从入海口一直上延至河南开封。

黄河断流引起政府和社会高度重视。
根据国务院授权，1999年3月起，黄委正式
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由国家统一分配
水量，流域机构负责组织实施，省（区）负责
用水配水，用水总量和断面流量双控制，重
要取水口和骨干水库统一调度。

20年来，从频繁断流到河畅其流，万
里黄河累计超过6000亿立方米水量，流入
了厂矿企业，浇灌了阡陌沃野，泽被万户
千家。

黄河实现连续20年不断流

据新华社武汉8月12日电 12日，公安
部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在 154个城市，对去
年以来收缴和群众主动上缴的10.7万支非
法枪支及一大批炸药、雷管等爆炸物品进
行集中安全销毁。这是公安部继去年9月
组织146个城市开展集中统一销毁非法枪
爆物品活动后，再一次组织该类活动。

据悉，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2018年
2月，由公安部牵头建立24个部门参加的
打击整治枪支爆炸物品违法犯罪部际联席
会议，部署开展为期两年的打击整治枪爆
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今年以来，各地区、各
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协作联动，履职尽责、
扎实工作，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
动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目前，全国破获涉
枪涉爆案件1.6万起，打掉团伙163个，捣毁
窝点117个，打击处理违法犯罪嫌疑人1.7
万人。经过打击整治，今年1至7月，全国
持枪、爆炸犯罪发案总数同比下降20%。

此次统一销毁活动在湖北省武汉市
设主现场，在辽宁省沈阳市、福建省福州
市、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四川省泸州
市设立 4个中心现场，其他 149个城市设
分现场。

在全国各地集中统一销毁活动现场，
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采取实物展示、发
放传单、以案释法、现场讲解等多种方式，
向广大群众广泛宣传非法枪爆物品的严
重社会危害性，充分展示打击整治枪爆违
法犯罪工作成效和铲除枪爆祸患坚定决
心，教育警示广大群众自觉抵制远离非法
枪爆物品，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各界参与
防范打击涉枪涉爆犯罪工作的合力。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截至目前，全
国公安机关已根据群众举报查破涉枪涉爆
案件1040起，抓获涉案人员1165人，兑现
奖励50余万元。群众主动上缴、举报查缴
枪爆物品数量占到了收缴总量的72%。

全国154个城市开展
集中销毁非法枪爆物品活动

据新华社昆明8月12日电 8月 12日
是世界大象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
自治州野象谷景区，一群头戴花环的亚洲
象尽情享用胡萝卜、菠萝、西瓜等新鲜水
果大餐。来自各地的游客纷纷与这些憨
态可掬的大块头合影。

然而，在西双版纳勐海县勐阿镇的龙
竹棚村，十余头野生亚洲象霸占了老百姓
的农田，肆无忌惮地啃食即将成熟的甘蔗
和玉米等农作物，所到之处一片狼藉。

啃食田间作物、损坏房屋、威胁百姓生
命安全……云南“人象冲突”形势严峻。据
云南省林草局统计，2013年以来，亚洲象肇
事共造成60余人死伤；2011至2018年间，
野象肇事造成的财产损失超过1.7亿元。

为缓解“人象冲突”，政府部门采取了
为大象建“食堂”、为村民修建防象围栏、
开展监测预警等措施。

建“大象食堂”
云南努力缓解“人象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