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食健康

●
●

2015 年 12 月 11 日

星期五

Friday

December

11,

網址: http://www.bostonchinesenews.com
Email 地址: info@bostonchinesenews.com

B8

2015

世界有些城市

值得為了美食而去
有時候旅遊不僅僅是為了欣賞美景，
坐下來細細品味美食也是旅程中值得享受
的時光。就如米其林三星餐廳那樣，有些城
市，值得你為了當地的美食而去。

為了最潔淨的食物去一趟耶
路撒冷
以色列人對於食品原料的挑剔態度，是其
他地方無法比擬的，令我肅然起敬。只有獲得考
舍爾（KOSHER）標准認證的，才是符合猶太教規
的健康的、潔淨的飲食。所以即使是在耶路撒冷
老城裏閑逛，午間隨便找家小館子坐下，要一份
披 塔 餅（Pita）塞 蔬 菜 沙 拉 和 油 炸 法 拉 費 丸 子
（Falafel）
，也不用擔心腸胃，絕對安全無汙染。
在以色列，人人都愛胡姆斯（Hummus）
，家
家都會做胡姆斯，它其實就是鷹嘴豆醬，沿襲著
千百年的手工制作流程和嚴格的選料精神，是
真正健康的全民美食，無論小食攤還是高級餐
廳，哪裏都能見到它的身影。爲了表達對它的熱
愛，去年有廚師在耶路撒冷附近用鷹嘴豆、芝麻
醬、橄榄油、檸檬汁、鹽和大蒜調制出了重達四
噸的胡姆斯，創造了吉尼斯紀錄，還受到英雄般
的禮遇。

為了蘋果和咖喱幹貝餅去一
趟塔斯馬尼亞
塔斯馬尼亞島位於澳洲的南部，是一個物

産豐富的小島，有很多的牧場，因此羊肉和牛肉
質量非常高，奶産品也很豐富，同時又因爲臨
海，所以海鮮也很新鮮，深受當地人喜歡。
這座島在全球都享有盛譽，被稱之爲美食
之都，很多全球知名廚師都要來這裏逛逛。該州
首府霍巴特會在每年 12 月份的食物節上展示其
美食，當地人喜歡周末去薩拉曼卡市場享受這
些美食。
有些人或許不喜歡塔斯馬尼亞的咖喱幹貝
餅，可這種澳大利亞經典餡餅給多汁幹貝增添
了不少佐味。這種味道濃郁的調味汁與厚厚的
黃油餅形成了鮮明對比。沒有比它更適合的了。
塔斯馬尼亞人不想讓任何人錯過他們的餡餅，
甚至你可以在凱特靈的 Rosie 咖啡館預定無麸
餅。
來到這裏還不能錯過蘋果，作爲當地遺産
的基石，看似不起眼的蘋果在塔斯馬尼亞人的
心目中有著特殊的地位。蘋果樹是歐洲移民最
早種植的作物之一，塔斯馬尼亞爲溫帶性氣候，
適宜蘋果樹的生長，20 世紀 50 年代蘋果的産量
迅速增長。在水果豐收的季節會舉辦蘋果節，節
日中會選出蘋果皇後及餡餅的烘烤冠軍。你可
以晚點去參加蘋果派對，但留神路邊的蘋果攤，
或許你會發現最好的蘋果。或許你覺得這聽起

來有點不健康，像當地人一樣，你也可以拿瓶發
酵的蘋果汁。這種汁確實口感好，甚至第二天有
可能你還沈醉其中。

為了傳統美食去一趟加濟安
泰普
大家都知道伊斯坦布爾是土耳其著名的美
食之都，但是千萬別忘了加濟安泰普，這也是一
個美食之都，它是很多傳統土耳其美食的發源
地，比如蜜糖果仁千層酥，還有土耳其版的肉夾
馍，裏面填的是肉或者奶酪;還有一道著名的小
吃，叫 beyran，它是用辣羊肉和大米一起慢炖好
的一道菜，味道棒極了，也可以在加濟安泰普品
嘗到。
加濟安泰普是土耳其南部最大城市，也是
土耳其境內第六大城市。一直以來，加濟安泰普
的美食因其豐富的傳統和地區風味，在世界各
地和土耳其國內的菜肴中享有超然地位。加濟
安泰普的美食特別之處，在於准備食物時慬慎
用料的態度。所有食材都經過小心揀選。
大量選用香料丶茄醬和不同配搭，爲加濟
安泰普菜式帶來多樣的味道和風味。但要帶出
加濟安泰普菜式最佳的風味和最好的味道，造
菜的技術跟食材的質素一樣重要。

12 月 1 日是世界愛滋病日，各地疾控中心都發布了愛滋病感染率
數據。其中最引人關注的信息是男男性接觸感染比例在愛滋病傳播中
占比較高。以北京為例，2015 年 1 月至 10 月，全市共報告 3181 例愛滋病
病例。其中，性傳播比例高達 96%，男男性傳播達七成，遠高於異性性傳
播比例。
近 10 年中，隨著中國愛滋病傳播的主要途徑由血液傳播轉變為性
傳播，防愛針對的感染人群也從靜脈注射的吸毒者轉化為高危性行為
群體。同性戀就成了“衆矢之的”
，不少人一提到愛滋病，等號的另一端
就指向了同性戀。
愛滋病與同性戀，到底是什麽關系？

北京成男男愛滋病

傳播重災區？
●愛滋被發現之初，有個別稱叫
“男同性戀瘟疫”
愛滋病和男同性戀捆綁在一起，有曆史
原因。
1981 年 6 月 5 日，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
心 CDC 發布消息稱洛杉矶爆發了一種異常的
肺炎，這一天後來被定爲愛滋病發現日。而研
究人員正是在洛杉矶 5 名男-男同性戀者身上
發現了這種肺炎，這 5 名病人都因不明原因的
高燒和體重減輕住院。
隨後另一篇報告報道了紐約和加利福尼
亞共有 26 名原本健康的同性戀男子患有 PCP
和一種非同尋常的癌症——卡波西肉瘤。這
引起了媒體的廣泛注意。1981 年 7 月 3 日，
《紐
約時報》首次報道這種未知疾病，題目爲“41
名同性戀者患有罕見癌症”
。12 月 11 日，
《華盛
頓郵報》發表了《免疫系統疾病困擾男同性
戀》一文。僅從題目，就可直接看出當時人們
的心理傾向——這是男同性戀的特有疾病。
1982 年 9 月，這個被稱作
“令人恐懼的醫
學之謎”的病症被 CDC 首次正式命名爲
“獲得
性免疫缺陷綜合征”
（即愛滋病）
。在愛滋病定
名後的一個月，一名記者在白宮向裏根總統
的新聞秘書拉裏?斯皮克斯提問道：
“總統是否
注意到已造成 600 人感染、200 人死亡的
‘ 男同
性戀瘟疫’
？”

此病的人絕大多數（90%）是男同性戀者。此
外，吸毒狂，血友病人，輸入這種病人血液或
使用其血制品的人以及與病人同用一個注射
器的人也會得此病。”
1985 年，中國發現首例愛滋病，患者是美
籍阿根廷人。1989 年，中國又在雲南的吸毒人
群中發現 149 例愛滋病患者。1989 年底，中國
發現的本土第一例因性接觸感染愛滋病病毒
的人，是一個與多個男子有性關系的男子。
在 1998 年，中國防病第一條措施是
“嚴禁
搞同性戀”
：
“要想不感染愛滋病，防字當頭，
乃爲上策。其預防方法有以下幾點：一、嚴禁
搞同性戀……”

●近些年，大城市不斷攀高的男
男性傳播感染率又加重了這一印
象

公共衛生專家傾向於用“ 發生同性性行
爲的男子”來稱呼這類同性戀人群，簡稱 MSM
（Men Sex Men）
。
就中國整個愛滋病疫情而言， MSM 愛滋
病感染率攀升已成爲主要趨勢。荷蘭瓦赫甯
根大學流行病學專業博士趙金扣說：
“世界衛
生組織曾經有過規定，如果特定人群當中 HIV
感染率達到 5%，那麽這個病在這個人群中就
達到了集中流行的水平。”據人民網報道，2005
年，全 國 男 男 同 性 戀 人 群 愛 滋 病 感 染 率 是
1.4%，2008 年，這一數字是 4.9%，2014 年則上
●在中國，
“嚴禁搞同性戀”曾是
升到了 7.7%。
防病第一條措施
北京是
“重災區”
。2015 年 1 月至 10 月北京
在中國，大衆接受的愛滋病早期宣傳中， 3181 例新報告中，性傳播達到 96%。其中男男
愛滋病也跟同性戀捆綁在一起。
性傳播達七成；在 2014 年 2932 例新報告病例
1985 年 3 月 1 日，
《人民日報》的一篇報道
中，性傳播的占 95.3%，其中男男同性傳播的
稱：
“近年來，一種使人感到恐懼、厭惡、羞恥
占 73.5%。而在 2006 年時，北京男男同性傳播
和神秘的病——獲得性免疫缺損綜合征，正
的只占 22.8%。
日益廣泛和迅速地在西方國家流行開來。患
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爲北京擁有龐大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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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戀群體。一般來說，大城市社會開放度、包
容度更高，公衆對同性戀的看法已經趨於理
性，由原來的不理解、歧視，逐漸變爲不表態
或默許。而農村和小城市的思維仍然比較保
守，所以那些難以在家鄉生存的男男同性戀
便選擇“投奔”大城市，這樣也方便尋找自己
的
“另一半”
。
此外，男男同性傳播比例上升的情況也
顯著地存在於大學生群體。據財新 2015 年 8 月
的報道，中國疾控中心性病愛滋病預防控制
中心主任吳尊友說，近三年感染愛滋病的大
學生逐年增多，增長幅度接近 30%甚至 50%。
大學生感染者中，80%以上經男男同性性行爲
傳播，
“形勢非常嚴峻”
。
以廣東爲例，2002 年至今，廣東累計學生愛滋
病病例爲 630 例，其中男男同性性傳播占比
70%。因爲較高的愛滋感染率，男同群體一直
是國家各級疾控中心重點幹預對象。

●不可否認，男男性行為確實有
事實上的高危性
男-男同性戀者之間愛滋病傳染的幾率高
於愛滋病的其他幾種傳播方式。根據世界衛
生組織（WHO）2008 年的統計，發生一次無保
護性交，在男性同性戀中傳染 HIV 的概率約
爲 0.5%-3%；而在異性性接觸中，男傳女的概
率 是 0.1%-0.2% ， 女 傳 男 的 概 率 是
0.03%-0.1%。
MSM 人群主要的性行爲之一是肛交。與
異性性行爲相比，直腸彈性不及陰道，而且直
腸比較脆弱，直腸黏膜較薄，更容易破損。精
液是由精子、蛋白質、免疫細胞和精漿等構成
的。如果一名男性已經感染 HIV 或是愛滋病
患者，其精液中的精子、精漿和免疫細胞中都
可能會有 HIV。所以在直腸破損時，精液中的
愛滋病病毒很可能通過破損黏膜進入血液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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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或淋巴系統，感染機率很大。

●但同性戀不等於愛滋病，要幹
預的是不安全的性行為
盡管男男同性傳播感染愛滋病者逐漸增
多，但異性傳播感染者仍占大多數。根據 2014
年 12 月 1 日國家衛計委的在線訪談透露，全國
2014 年新報告的 8.7 萬病例，性途徑傳播占
91.5%，其中異性性傳播占 66%，同性性傳播占
25%。
同性戀不等於愛滋病，性取向與感染 HIV
沒有直接關系。這應該是常識。但如何看待同
性戀和愛滋病的聯系，則有分歧。
某同志網絡社區公益團隊負責人陳子煌
認爲，過度強調同性戀與愛滋病的聯系，對兩
個群體“汙名化”
，可能會導致中國原本就處
於“隱形”狀態的同性戀群體，因擔心暴露雙
重身份，從而抗拒篩查 HIV。
陳子煌的擔心基於客觀現實。一直以來，
在防愛幹預中，怎麽樣讓同志人群自願現身，
成了最棘手的問題。在流行病學研究中，這些
人群被稱作“難以接近的人群”
，他們不會自
願現身，不少 NGO 都采用
“同伴推動”的方法，
這種基於社會網絡的調查方法最早出現於上
世紀 90 年代末期，猶如
“滾雪球”——通過同
志組織裏的志願者，告訴身邊的同志朋友，有
這麽一個檢查以及檢查的安全性和必要性，
一個人勸說三個人接受，這三個人再發展更
多的朋友接受檢查。
但愛滋病的防治是一項具體的工作。不
該將同性戀與愛滋病畫上等號，但同樣不能
無視男男性行爲已經成爲愛滋病毒感染的高
危人群的現實，這不能叫
“汙名化”
，也不是歧
視。忽略男男性行爲的高危性，避而不談性道
德、性責任，不是對公衆健康——甚至不是對
同性戀人群——負責任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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