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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血双补———产后调养之根本

做母亲是伟大的。 分娩的痛苦给产妇

带来了做母亲的自豪， 但也给产妇的身体

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分娩过程中伴有

一定程度的失血和疼痛， 因而产妇在相当

长一段时间内都感觉疲乏无力、少气懒言，

甚至引起不同程度的贫血症状。 可见在产

后一段时间内，女性是特别需要关怀的。 为

了不影响身体恢复和产后哺乳， 补是最重

要的途径，而气血双补则是最根本的原则。

补是不能滥补的。 中医讲究“虚则补

之”，也就是说虚啥补啥，有的放矢。 产妇

分娩失血引起贫血是最主要的方面，因

而补血放在首位。 根据中医理论，气血相

互资生，失血的同时，“气随血脱”，因而

又产生少气懒言等气虚症状。 可见，补血

的同时还须兼顾补气。 驴胶补血颗粒是

一种气血双补之品， 很适合女性的产后

调养，方中驴胶、当归、熟地专于补血，有

加速血液中红细胞的作用和血红蛋白生

产的作用；黄芪、白术具有益气健脾的作

用。 诸药合用，共奏气血双补之效。 另外，

该药还富含多种微量元素和氢基酸，除

了增加产妇营养外， 也为哺乳提供了良

好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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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可口可乐零度原液在台被查出

防腐剂超标后，近日，香港消费者委员

会最新发布的消息称，日前检验了市面

上30款软膏状面膜产品，其中17款验出

有可致敏防腐剂“对羟基苯甲酸酯”，含

量由0.01%至0.3%。BodyShop (美体小

铺)、欧莱雅、香奈儿、碧欧泉、屈臣

氏等都赫然“上榜”。其中以科颜

氏舒缓保湿啫喱面膜的防腐剂含

量最高。

专家介绍， 由于香港目前仍

无化妆品含防腐剂的标准含量，

而按照内地2007版“化妆品卫生

规范”标准作为参考，以上产品防腐剂

含量低于内地标准上限的0.8%。

【追访】

添加防腐剂可保证面膜效果

记 者 20 日 上 午 致 电

Kiehl’s、香奈儿等国际品牌

专柜，销售人员均表示，面膜

产品都是由国外原装进口，并拥有多项

国际检验合格资质。

而欧莱雅、 屈臣氏等品牌也表示，

面膜产品通过质监部门的卫生检测标

准。

一位化妆品专柜销售人员告诉记

者， 面膜里添加适量的防腐成分很正

常，不然怎么确保消费者的面膜在存放

了半年、 甚至更久之后仍然还优良有

效？

【说法】

防腐剂含量在国内属安全范围

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化

妆品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根据

国内的规定，任何化妆品都是允许添加

防腐剂的，这不仅是在国内，甚至在欧

盟，都属于明确的允许范围。

但是对于防腐剂添加的种类和添

加量的都有明确要求。此次在香港被查出

的“对羟基苯甲酸酯”属于可添加范围。

另外，香港消委会宣传及社区关系

小组副主席许树源表示，本次产品含量

并没超标，一般使用问题不大。

对于港媒报道中所指出的该防腐

剂可导致使用者出现过敏的情况，该负

责人告诉记者，实际上任何添加剂都存

在导致过敏的可能性，而这也是因人而

异的。 ■据法制晚报

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记者 胡浩)�

因非法添加化学药物成分和成分不符

合标准等原因，四种保健食品和化妆品

被查处。包括：标示为北京力创恒业医

药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

食品“中华回春宝”，标示为武汉本源生

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食品“本源

威浪胶囊”， 标示为广州市雅利思化妆

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化妆品“珍仁堂特效

增白袪斑王”， 以及标示为哈尔滨葛丽

黛嘉宝化妆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化妆品

“樱美堂袪斑透白套装(日霜、晚霜)”。

美女，这17款面膜可能伤害你的脸

香奈儿、欧莱雅等品牌产品被曝含防腐剂 专家：符合国内标准，过敏因人而异

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

究部署近期加强土地管理的重点工作。

(一)切实加强耕地保护，确保耕地

保有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制定并实施

全国土地整治规划， 加快建设高标准基

本农田，开展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试

点，完善土地收益基金制度，明确土地收

益基金计提比例。

(二)严格依法依规管地用地，坚决

防止违法违规用地反弹。切实解决重点

工程项目用地未批先用问题， 要抓紧清

理整改高尔夫球场，严肃查处违法占地、

违规建设高尔夫球场。

(三)认真落实《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与补偿条例》，加快规范农村集体建设

用地管理。查处征地拆迁中的违法案件，

严格责任追究，坚决制止违法强拆行为。

加快推进土地管理法修订， 切实规范和

完善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

(四) 做好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供

应。依法加快供地进度，保证今年1000

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用地。采取多

种措施增加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供应。坚

持和完善土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

推进商品住房用地供应由价格主导向

双向定价、配建保障房等转变。

(五)加强和改善土地调控，促进结

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强化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的整体管控作用， 确保各部门

各行业制定相关规划、开发利用土地符

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近年来， 在全国土地执法检查中，

卫星遥感图片监控犹如“天眼”，使违法

违规用地难以藏身。然而最近，湖北襄

阳市双沟工业园却别出心裁，在建好的

水泥路上“填土种菜”，在“天眼”底下玩

了一回“隐身”，被当地老百姓举报。

襄阳一大怪：水泥路上种菜

7月14日下午3时许，记者赶往双沟

工业园。在公路两旁的菜地上，双沟镇

吴河村二组村民毛焕成告诉记者，公路

上的土是一个月前夜间铺上去的，还蒙

了一层薄膜，撒了种子，镇里说是种菜，

其实是怕上级知道搞开发，“这是为了

逃避检查，哄上级的。”

7月13日晚上8时多，这里突然又来

了两车人和铲车等机械，这次是把公路

上的土搬走。

在吴河村三组附近修建的9号公路

上，7月15日上午，这里的铲车和运土车

也在不停地忙碌。村民吴小先用锄头一

边将尚未搬走的土刨开，露出下面的水

泥地，一边用手撕掉一块块露在外面的

薄膜，心疼地说：“这样的地也能长出菜

来， 谁相信？ 这不是糟蹋老百姓的钱

吗？”吴小先告诉记者，听说镇里光买土

盖路就花了五六十万元。

被责成复耕，避检查盖土种菜

针对群众质疑， 当地政府解释说，

此举是一种“复耕措施”，除了搞“短期

农作物种植”，还有一个目的是为了“公

路保养”。

襄州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苗丰承

认，目前双沟工业园公路建设属于违规

用地，有关用地手续从2010年底就开始

申报，目前尚在省政府审批中，预计今

年下半年可以批下来。在去年10月启动

的全国土地卫星遥感图片执法大检查

中， 由于双沟工业园违规用地建设被

“天眼”发现，责成我们复耕，我们就在

上面铺了土，盖上薄膜，利用等待审批

的这段时间种一季蔬菜，同时也可以对

公路进行保养。

■新华社记者 田建军

国务院：严肃查处

违法违规用地

造假逃避检查，水泥路上盖土种菜

光买土盖路花了五六十万元，湖北襄阳双沟工业园玩“隐身”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双沟工业园9号公路上， 双沟镇吴河村村民吴小先向记

者展示没有搬走的泥土里的薄膜(7月15日摄)。 新华社 图

屈臣氏天然骨胶原保湿滋养睡眠面膜

雪花秀与润面膜

霸王本草堂红润透白睡眠面膜

丝塔芙石榴柔白夜间修护面膜

资生堂活颜悦色保湿面膜

碧欧泉温泉SOS速效保湿面膜

Chanel深层保湿水盈面膜

欧莱雅水感保湿面膜

TheBodyShop维他命E深层补湿面膜

科颜氏舒缓凝胶面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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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保健食品及化妆品被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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