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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用工性质及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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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类是人类的重要食物! 肉的加工品被

列为 "致癌物# $一级%& 红肉被列为 "可能

致癌物# $二级% 的消息& 在近期自媒体上

很热闹! 其实& 这方面的说法早已有之& 并

不是新近有了新发现 & 长期以来有支持的 &

也有认为证据不充足的! 不能说这个结论有

大错& 但对它的
-./

还有说道说道的必要!

-

' 一级致癌物中除了砒霜& 还有烟草(

酒精( 亚硝酸盐( 黄曲霉毒素等! 很多标题

党强调肉制品与砒霜为伍& 按汉字理解& 有

夸大原意之嫌! 一级致癌物是指调查和研究

证实其致癌的确定性& 究竟会不会致癌还得

另说& 因为这仅仅是其中一个因素& 能不能

是一说& 会不会又是一说! 中国古代就知道

砒霜的毒性& 它是急性细胞毒性& 等不到致

癌就会致命& 而且死得很难看& 这是大伙儿

心中的砒霜印象! 当然& 以砒霜制成的一只

新药& 治疗小儿白血病& 也是运用它的毒性

原理! 肉制品被列入一级致癌物& 说它和烟

草酒精为伍较合适 ! 把它说成与砒霜为伍 &

虽不能说错& 但至少为人不厚道& 有哗众取

宠之嫌!

.

' 致癌物能致癌还与很多因素相关! 其

中最主要的因素当然是剂量 & 即剂量效价 !

流行病病因学的建立需要相关性( 前因后果(

随剂量递增而频率增加三个环节的层层递进(

环环相扣! 人类不是实验室的产物& 人类在

漫长的进化过程中& 摸索哪些可以作为食物&

或者驯化( 栽种为食物! 不论植物动物& 甚

至低等的菌类& 它们都不是作为人类的食物

而先天性地存在 ( 先知先觉地为人类服务 &

出于它们自身的生长和遗传的需要& 被人类

征用为食物时带有一定的毒性很正常( 很合

理! 人类除了应用加工办法去除毒性外& 最

重要的一点就是控制摄入量! 烟草( 酒精的

危害在两百年前就已经证实& 但现在还不是

烟厂酒厂照样红火)

/

' 与亚硝酸盐这个元凶无奈共存! 亚硝

酸盐也是一级致癌物 & 说加工肉制品致癌 &

主要也是指肉加工时要加入亚硝酸盐! 空气

中有氮& 土壤中有氮& 氮元素是氨基酸( 蛋

白质的组成部分& 基本元素在& 化合物就少

不了! 我们知道腌菜中含量高& 不仅剩菜中

有& 而且新鲜炒的叶菜中也有! 即菜中的亚

硝酸盐不是外来污染& 是自身氮元素的存在!

亚硝酸盐和硝酸盐之间也能轻松转换& 把剩

菜加热可以使亚的变成正的! 亚硝酸盐的致

癌性和它能形成亚硝胺有关& 当然最重要的

是剂量! 亚硝酸盐摄入过多& 致癌还在将来&

亚硝酸盐急性中毒可能发生& 即肠源性紫绀!

癌症是一大类疾病 & 病因也完全不同 !

如果把它概括为先天基因( 精神与免疫状态(

环境和生活方式三类& 大致不错! 具体个例

癌症的病因很难确定& 欲知而不得& 难免恐

惧! 正因为谈癌色变& 才会有那么多似是而

非的防癌知识& 有的理论上说得通& 实践中

无意义* 有的是把和人类很远的动物实验结

果直接推导到人类* 有的对原著都没有细读&

看到结论就做无限延伸++总之& 癌症防治

方面问题很多& 有的问题还会继续蔓延!

"

记者 胡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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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吴建梅 记者 沈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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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发扬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弘扬"人

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临平银泰党员服

务驿站近日联合区红十字会 "小手大爱# 志愿

队&临平(东湖街道&桂芳桥社区开展爱心义卖

活动!

由
#%

名小朋友组成的"小手大爱#志愿队

向路人推荐义卖的小商品& 小朋友们俨然成了

义卖活动的主角!据悉&银泰党员服务驿站成员

单位向本次义卖活动捐赠
&%

床棉被( 抱枕(雨

伞等&义卖所得的善款将用于帮扶桂芳桥社区(

庙前社区的
!%

户困难家庭! 记者 杨嘉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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