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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关注 我的追问与你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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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内体液
PH情况

人体内“酸”
的来源

胃酸在&左右
肠液在)=,之间
唾液是(6(="6!
血液在"65*="6%*
尿液弱酸性
据钱江晚报

记者通过对浙江
省肿瘤医院营养科营
养师宋灵兰的介绍，
总
结出人体内酸的来源。

酸碱调节可以影响生男生女吗？
呼吸中有
二氧化碳，溶解
在水里，形成碳
酸，这是体内酸
的主要来源。

人体自身分
泌的消化液，就是胃
酸，用来消化食材，
并起到杀菌的作用。
肌肉运动后形
成的乳酸。

酸碱食物表，
到底靠不靠谱？

美国“酸碱体质”
理论创始人被判赔偿1.
05亿美元

你信了16年的“酸碱体质”
是“神医”
编的一场骗局

本报讯 近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圣
迭戈市一个陪审团作出裁决，被告罗伯
05亿美元
特·欧德姆·扬需向原告支付1.
的赔偿金。
自2002年起，他出版的“酸碱奇迹”
系列书籍多次成为畅销书，且被翻译成
多种语言。配合“酸碱体质”理论，
他还建
立起一座疗养中心，赚得盆满钵满。不
过，在庭审过程中，扬当庭承认，他提出
的“酸碱体质论”是一场骗局，他没有受
过任何科学训练，也没有行医资质，连文
凭也是买来的。

赔偿金达到惊人的1.
05
亿美元
据都市快报报道，现年45岁的道
恩·卡莉女士，2007年被诊断出患有乳
腺癌。她听从了扬的建议，
放弃了化疗等
传统治疗，
接受“酸碱体质”理论疗法，因
而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现在，
卡莉的乳
腺癌已到晚期，医生说，她只剩下3年到
4年可活。2015年，卡莉把扬告上法庭。
卡莉是4个孩子的母亲，
最小的孩子
05亿美元赔偿金包括：9000
现年8岁。1.
万美元身体、精神损失费和1500万美元
惩罚性赔偿金。卡莉最初寻求的赔偿金
仅为1000万美元。
对于巨额罚金，
扬表示将会上诉。

普通输液加小苏打一针
要价500美元
早在卡莉起诉前，扬2014年就因非
法行医，
被加州医学委员会告上法庭。
非法行医涉及刑事犯罪。负责该案
件的检察官吉娜·达沃斯把扬描述为一
个“专骗将死之人的江湖游医”。检方还
发现，他的假文凭是从非法机构买来
—扬从获得学士学位到获得博士学
的——
位，
中间仅用了8个月时间。他从未接受
过专业、系统的学习和训练，根本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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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性体质更容易致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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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1995年他拿到博士学位后，
就曾因为非法行医遭到起诉。
在庭审过程中，检方重点介绍了扬
自创的“酸碱体质”理论，以及他对病入
膏肓的病人收取高昂治疗费用。他向这
些病人兜售治疗针剂，
一针500美元。事
后检测发现，这些针剂其实就是普通的
静脉输液，
里面混了点小苏打，连安全性
都无法保证。

他的理论上过奥普拉的
脱口秀
2002年，扬出版了一本名为《酸碱
奇迹：
平衡饮食，恢复健康》的书。
他认为人的健康取决于人体内的酸
碱平衡。“酸性体质”容易导致癌症、肥
胖、骨质疏松、皮肤病等疾病，是不健康
甚至有潜在危险的体质。如果能在身体
内建立一个“碱性系统”
，保持酸碱平衡，
则有利于抵抗和治疗疾病。
他提倡的这套生活方式也被称为
“碱性生活方式”
，
这些看似有道理的养生
知识，
一时间圈粉无数。近年来，
不断有专
业医学机构检验扬的说法。不少医学专家
都认为，
多吃新鲜蔬菜、
保持低压生活无
疑是健康的；但没有证据表明，所谓的碱
性食物能够对人体产生明显的好处。
随着书越卖越好，扬本人也变得越
来越有自信。从最初的养生保健，
他的这
套理论逐渐变得可以
“治愈癌症”
。
2007年2月，一名为金·廷汉姆的女
子被查出患有三期乳腺癌。按理说应该
尽快治疗，可她不认同传统的治疗方式。
而对于扬的“酸碱体质”理论，她倒是认
可有加。
同年3月，
廷汉姆给著名脱口秀节目
主持人奥普拉写了一封信说起自己的经
历。奥普拉邀请她参加一档节目并采访
了她。“酸碱体质”
理论因为上了这档电
视节目而声名大噪。事后，
扬和廷汉姆都
宣称
“治愈”了乳腺癌。事实上，
廷汉姆不
久后就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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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体相关的5大酸碱性认识误区
对于人体和食物的酸碱性话题，很多关注健康养生的市民听到社会上一些说法，杭州几家综合性
医院的专家，
梳理出常见的五大认识误区。

$%人体的&'值是多少？人体内是不是一定要保持酸碱平衡？
【误区】
人分酸性体质或碱性体质。
【专家释疑】
浙江省肿瘤医院营养科营养师宋
灵兰说，
我们现在约定俗成的人体的;<

值是以血液;<值为指标的，且恒定在
"65*="6%*之间，因此，整个人的;<值一
定是弱碱性，不存在酸性体质的问题。
在正常人体内，酸和碱是永远处于一个
我们称
动态平衡的状态。当它低于"65*，

它为酸中毒，当它高于"6%*时，我们称它
为碱中毒，
“;<值一旦发生超出正常值
限定范围，如果不及时纠正，将危及生
命”
。因此，
人体不存在酸性体质或碱性
体质，我们永远是弱碱性体质。

可以影响生男生女？
(%酸碱调节，
【误区】
生女孩的X精子耐酸，生男孩的Y
精子耐碱，这是酸碱调理影响生男生女
的说法。
【专家释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产一科主任白晓霞说，自己常遇到一些
准爸妈来咨询，调节体内的酸碱度是否
?
可以决定生男生女，生男生女是由>、
染色体决定的，男孩的染色体是>?，女
孩的染色体是>>。
“关键是要看配对的
时候>强还是?强，这其实是随机的，怎

么可能通过酸碱度来改变？”白主任解
释道。
杭州市妇产科医院主任医师楼向
明也认为，通过改变酸碱度来影响生男
生女是误传。这种说法没有科学依据，
只是
“民间说法”
而已。

)%痛风患者尿酸高，喝碱性小苏打水有用吗？
【误区】
根据酸碱体质理论，痛风患者尿酸
指标高，小苏打水呈碱性，因此喝小苏
打水能够调节尿酸。

【专家释疑】
浙江省人民医院血管外科主任蒋
劲松说：
“ 痛风主要是人体血液中尿酸
水平高，而人喝了苏打水，苏打水是进

入消化道的，不会进入血液内的，所以
痛风患者就算泡在碱水里也没用。”
蒋主任认为，人体血液酸碱值是恒
定在"65*="6%*的，
和喝不喝苏打水无关。

*%酸性体质更容易致癌吗？
【误区】
肿瘤病人体质是酸性的。
【专家释疑】

“这其实是一个误区。”宋灵兰说， 的代谢产物。所以只能说肿瘤细胞的周
“肿瘤细胞会吐出酸性物质，由于不能 围是酸性的，不代表癌症患者是酸性体
把代谢产物运输出去，会堆积一圈酸性 质，
也不代表肿瘤细胞喜欢酸性环境。”

靠不靠谱？
+%网传的酸碱食物表，
【误区】
食物有酸碱性之分，食用可改变人
体的酸碱性。
【专家释疑】
“食物进入消化道，
在胃酸;<值为&
的环境下，哪怕是碱性食物，也会酸化，

进入肠道后，受到肠液、胆汁碱化以后，
又变成碱性。食糜会根据混合的消化
液，包括胃酸、胆汁、十二指肠液、胰液
等，不断改变其酸碱性。因此没有任何
食物可以改变人体的;<值。
”宋灵兰说。
产生酸性物质的是含磷、硫、氯等

元素的物质，产生碱性物质的是钾、钠、
钙、
镁等元素。宋灵兰认为，
我们之所以
主张多吃碱性食材，是因为碱性食材以
蔬菜水果为代表，符合我们目前倡导的
健康饮食方式。所以，通过食物来改善
体质是不可能的。

情感倾诉 城市中的真人真事

马上要有新生活了，
可未来的路到底该咋走
倾诉档案
倾诉人物：华秀（化名）/
43岁
倾诉时间：2018年11月7日
倾诉方式：情感倾诉QQ
人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伺候
一个病人的艰辛，只有经历过的人才
能明白。
我的前夫患病多年，算不上生活不
能自理，
但是身边也需要有人照顾。这些
年，为了给他看病，家里几乎花掉了所有
的积蓄，
好在是没有外债。
去年十月底，我和前夫经过协商，选
择了离婚。但是我对他有承诺，如果他
有需要，我永远都会第一时间出现在
他 的 面 前 ，照 顾 他 、关 心 他 ，毕 竟 他 是
我孩子的爸爸，我也不忍心看到他过得
不好……

前夫脾气愈发古怪，我也
没了之前的耐心
我和前夫结婚!"年，是通过别人介
绍认识的。我前夫没生病之前，
挺能吃苦
的。说实话，我们娘俩儿跟着前夫，确实
是过了八九年的好日子。
#$$$年的%月，前夫患上重病，这让
我们始料未及，除了积极配合治疗，我们
想不出别的办法。这种病虽然不致命，但
是后遗症很多，给我们的生活也带来了
诸多不便。随着日子一天天度过，前夫虽
然称不上不能自理，但是很多事情都要
我来协助。
最初的四五年，我可以说是无怨无
悔。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前夫的脾气愈
发古怪，我也没了之前的耐心。太多的事
情需要我来扛起，我渐渐把自己活成了
一个男人。可我终究还是个女人，
遇到事
情的时候，我不想总是独自去面对，也想
找个肩膀来依靠。
可是病榻上的前夫，除了责骂，就是

怨气满腹，好像他的病是我造成的，是我
把他弄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其实，与我何
干呢？
大概是从&$'(年开始，我和前夫争
吵不断。为了不影响孩子学习，我把孩
子送到了寄宿制的学校。每天下班后，
我感受着家里冷冷清清的氛围，再看看
前夫那死气沉沉的脸，我真的是过不下
去了。
我和前夫前前后后纠缠了好长时
间。我跟他说了很多心里话，
我不想继续
陷在这场婚姻当中，未来的几十年都备
受煎熬。我才四十岁出头儿，
应该还是有
很多好日子可以过的，但是我的头上却
已经爬上了白发，日子过得没有一点滋
味，连奔头儿都没有。

患病的前夫想复婚，说他
舍不得离开我
前夫还算是个通情达理的人，知道
我的难处，也能理解我的想法。于是，我
们在去年十月底办理了离婚手续，而且
我留给他很多承诺，其中一条就是离婚
不离家，至少在表面上来看，我们还是一
家人。
之所以答应他这样的条件，一方面
我是想保护孩子，不让孩子有过多的思
想负担，本来让孩子去住校，我的心里就
充满了不舍，如果孩子因为我和前夫离
婚了性格上出现偏差，那我就真的后悔
死了；另一方面，我确实没有别的地方可
以住，也不爱听别人的闲言碎语，怕他们
觉得我是个狠心的女人。
我们离婚后，前夫照旧住在南屋，我
则搬到了孩子的房间，除了一起吃饭，其
他时间我们都是井水不犯河水，倒也过
得相安无事。
今年)月份，我通过朋友认识了一个
叫理腾（化名）的男人，条件挺符合我的
期望，
我们在一起相处得很愉快。我前夫
也知道理腾的存在，我跟他说过这些情

况。最近，
我和理腾每天晚上都要通过微
信视频聊天，好像总有说不完的话，这也
确实让我找到了恋爱的感觉。
看到我笑眯眯的样子，前夫却 愁
容满面。前几天，前夫找到我说，想和
我 复 婚 ，他 说 他 舍 不 得 离 开 我 ，不 想
让 我 嫁 给 理 腾 ，那 样 做 等 于 是 在 挖 他
的心。

前夫天天看着我，我一聊
微信他就不乐意
前夫的状态让我非常担心，我很怕
他做出任何出格的事情来。其实理腾知
道我前夫的情况，在我们交往的最初，我
就把自己的真实情况全都告诉了理腾，
就是想看看理腾的反应。
没想到，理腾非常理解我的处境，还
说我前夫如果真的出现了什么问题，他
完全同意我去照顾前夫，这让我觉得理
腾真的是个有情有义的好男人。
说实话，我根本不想复婚。好不容易
从这段无比艰辛的婚姻中走出来，眼看
着就要拥有新的生活了，我怎能再走回
头路？我和前夫之间已经没有了爱情，
我同意继续照顾他，完全是出于亲情，
或者说是我有点可怜前夫，不忍心看到
他的后半生过得太凄惨，那样对孩子也
不好。
理腾在我之前也有过一段婚姻，不
过他没有孩子，自己还做了点小买卖，家
里的房子和车子都没有贷款，我真怕自
己错过了理腾，就再也找不到这么可心
的男人了。而且我能明显感受到理腾对
我的热情，
他应该是挺看中我的。毕竟我
收拾收拾，
还是挺能上台面的。
阿阳，我前夫现在天天看着我，我一
聊微信他就不乐意，还总给孩子打电
话。我真怕前夫忍不住，把我们离婚的
事情告诉孩子。面对前夫提出的不合理
要求，我怎样拒绝，才能将对他的伤害
降到最低？

!旁观者谈

无论经历过什么，无愧于心就好
一家事，
百家谈。网友们未必知道
所有的细节，但是仅仅从故事的表面，
也能发现一些问题。
网友“芳草凄凄”
：男人身患疾病，
又遭遇妻子离弃，
一定是心如死灰。想
办法快乐起来，不然到最后还是你自己
最可怜。

网友“虹”
：没走过人家的人生，就
不要批判人家的选择。女人不易，心狠
是为了守住最后的希望，
不至于慢慢步
入绝望。
网友
“阿芬”：
人终究还是要自己走
好人生路，无论经历过什么，无愧于心
就好。

!阿阳手记

离婚不离家的行为非常不可取
做情感栏目这么多年，
阿阳听过太
多不离不弃的爱情故事，
也亲眼见证过
生死不渝的人间真情。
一辈子太长，走入婚姻中的男男女
女要经历的喜怒哀乐很多很多。当初的
誓言犹在耳畔，
怕只怕转眼就各奔东西。
在一起享福很容易，
可是伺候一个
病人并不容易。委屈常常要咽到肚子
里，所有的艰难都没人可以帮忙分担。
所以我们不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轻
易评论倾诉人华秀的人生选择。但是阿
阳认为，离婚不离家的行为非常不可
取。你一边和新男友聊得火热，一边和
前夫抬头不见低头见。长期游走于两个
男人之间，
对三个人都是一种折磨。

华秀跟阿阳说，她之所以没离开
家，
是因为没有地方住。可是如果真的
想要开始新的生活，
就一定要与旧日的
生活彻底告别，哪怕是租个房子住，也
要带上自己的所有行李搬出曾经的家。
此外，
华秀对孩子隐瞒了夫妻俩已
经离婚的事实，却已经有了新的男朋
友。在这种情况下，不如循循善诱，
把事
情真想告诉孩子，把自己
感受和盘托出，孩子远比
家长想象得要坚强很多。
千万不要让孩子最后
一个得到你要再婚的消
息，那样所带来的误解和
隔阂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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