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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近期，一种号称“不走

胃，不伤身”的“减肥笔”悄然走红，成为

不少网络红人的首推产品。“不到一个

月减重 8 斤”“90 斤的世界你想不想去

看看” ……看了以后有些跃跃欲试的

你，可能并不知道，这支小小的“笔”却

暗藏着诸多健康风险。

“减肥笔”其实是糖尿病治疗药物

记者咨询多个卖家，他们均表示这

支名为 Saxenda 的“减肥笔”通过了美国

FDA

（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认证，并已

在韩国、香港上市，安全无副作用。 一支

“减肥笔” 售价从 1000 元到 2000 元不

等，卖家宣称“一支就能减重 5-8 公斤，

不反弹”。

虽被称为“笔”，其本质却是一种针

剂，需要使用者自行消毒，用针头在腹

部、 大腿或上臂等部位进行皮下注射，

与糖尿病患者注射胰岛素的过程类似。

记者查询 FDA 网站对这种“减肥

笔”的批文，名为 Saxenda 的减肥笔实际

是利拉鲁肽注射液。 而利拉鲁肽是一种

人胰高糖素样肽-1（GLP-1）类似物，正

是糖尿病的治疗药物。

尽管谈起“减肥笔”的好处时滔滔

不绝，大部分卖家对其真正成分却并不

了解。 不少消费者在不清楚药物成分、

作用原理和副作用的情况下就贸然开

始了为自己“扎针”的减肥实验。

减肥“神药”暗藏健康风险

公开资料显示，这款药物的确已获

得 FDA 批准，用于慢性体重管理，并已

在韩国等地上市，但并未获得中国内地

的上市许可。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

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表示，对于中国人而

言，利拉鲁肽用于减肥的使用方法与范

围，甚至其详细的副作用都尚不明确。

记者调查发现，实际上，Saxenda 对

用药者的体重和身体状况有着严格要

求，仅被批准用于体重指数（BMI）为 30

或更大的成年人， 或 BMI 为 27 或更大

同时伴有至少一种与体重相关疾病，如

高血压、2 型糖尿病或高胆固醇

（ 血脂异

常）

的成年人。 这意味着，一名身高 165

厘米的成年人，需要体重超过 163 斤才

符合“减肥笔”的使用标准。

此外，Saxenda 官方列出了多达八

大项的潜在副作用，包括恶心、低血糖、

腹泻等常见不良反应，还有导致甲状腺

肿瘤、肾脏问题、抑郁症或自杀念头等

风险，并提示有特定家族病史者不能使

用， 有特定疾病者需要咨询医师后使

用。 但这些让人看完颇有些冷汗涔涔的

详尽说明，在“减肥笔”售卖者那里统统

被一句“用完可能会有点恶心”轻轻带

过。

渠道不明药效存疑

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一位内分

泌科医师告诉记者，因利拉鲁肽药品具

有抑制食欲的效果，有些人擅自将其作

为减肥药使用，但通常医生并不会为减

肥这个单一目的就开出利拉鲁肽的处

方。

该医生还提示，目前市场上泛滥的

一些号称“韩国整容医院使用”“国外进

口”的减肥笔，不仅来源不明、真假难以

保证， 并且由于利拉鲁肽有冷藏保存、

不可冷冻等贮藏要求，很难知道这些从

非正规渠道购买的“减肥笔”是否合规

储存运输，药效会否受到影响。

利拉鲁肽也并非真如“微商”所鼓

吹的是减肥神药。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

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提到，研

究认为仅 34%的患者可望在使用利拉

鲁肽一年后体重减轻 10%。 消费者应在

加强药品安全自我保护意识的同时，对

类似情况进行积极投诉举报。

企业推动公益事业发展的核心价

值在哪里？ 城市与农村在“两癌”

（ 乳腺

癌与宫颈癌

）防治上的侧重点有什么不

同？ ……日前，由爱茉莉太平洋联合中

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举办的“妆典生命”

项目评估报告发布会暨影像展在上海

举行。 通过数据分析和影像资料相结合

的形式，展现“妆典生命”两癌防治公益

项目

（ 下称“ 两癌项目 ”）

在农村及城市

地区取得的社会绩效。

记者也从会上获悉，爱茉莉太平洋

从 2016 年升级两癌项目至今已有 3

年，期间企业通过精准定位、撬动地方

资金配套等方式， 帮助近 20 万名贫困

女性提升“两癌”防治的健康意识，其中

有 5 万多名贫困女性接受免费“两癌”

筛查。

为贫困地区妇女提供免费筛查

“‘妆典生命’两癌防治公益项目有

效帮助贫困地区女性实现早筛查、早预

防。 通过免费筛查和健康知识宣传的方

式， 带动近 20 万贫困地区女性的健康

意识提升和健康习惯的改变，成为国家

‘两癌’筛查工作的有益补充。 ”中国妇

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张建岷在会上说

道。

自 2009 年以来， 农村女性的“两

癌”筛查被列为深化医疗体制改革中的

重大公共项目。 爱茉莉太平洋“妆典生

命”公益项目以“两癌”筛查为切入点，

将项目的重点选定在贫困地区女性健

康扶贫方向。 据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

接受“妆典生命”两癌筛查与健康知识

宣传的受益女性， 年龄主要介于 35 至

64 岁之间， 她们大多来自低收入家庭，

筛查费用对她们来说是一笔大额支出，

因此从未接受过“两癌”筛查。

项目推进 3 年成效如何？ 据了解，

2016 至 2018 年间， 共有超过 54000 名

贫困地区女性接受了免费的“两癌”筛

查， 其中共筛查出 44 例宫颈癌及癌前

病变、5 例乳腺癌； 有近 20 万名女性通

过健康讲座、“两癌”防治知识宣传提升

了健康意识； 接受问卷调查的 1641 位

女性中，58%的女性被查出不同程度的

妇科炎症。 根据后续调研显示，参与筛

查人群中有 80%的女性愿意再次参与

筛查， 其中 33.7%的女性愿意自费进行

筛查，对“两癌”的了解和防治意识有了

明显的改观。

记者从《报告》获悉，在选择实施地

区时， 企业除考虑“两癌” 发病率与

贫困程度， 也会权衡当地政府对“两

癌” 筛查的支持力度， 力争有效对接

当地资源， 为项目后续发展提供稳定

保障。 2016 至 2018 年间， “妆典生

命” 女性两癌筛查部分投入 800 万元，

累计撬动地方配套资金 681.54 万元。

从 2017 年起， 项目撬动资金配比接近

1:1， 总计投入资金 1481.54 万元， 成果

量化值为 2250.53 万元， 社会投资回报

率达 1.52

（ 即项目每投入

1

元钱 ， 可

以获得

1.52

元的社会效益）

。

在城市地区普及防癌知识

不同于贫困地区， 两癌项目在城

市地区将目标重点落在提升女性自主

参与筛查的意识上， 并通过女性健康

公益跑

（ 茉莉跑）

、 品牌联合义卖提升

公众“两癌” 防治的意识。 3 年来， 茉

莉跑共吸引上万名跑友参与， 超过 44

万人线上参与； 超过 68 万人次通过爱

茉莉太平洋品牌联合义卖活动奉献爱

心。

项目还积极关护“两癌”术后康复

患者，通过焕彩课堂为 1581 名“两癌”

术后处于康复期的患者传授护肤及美

妆技巧、康复知识；携手北京九三王选

关怀基金会通过术后康复研究项目，缓

解患友在康复治疗过程中的痛苦并缩

短康复时间。 目前已资助 153 名女性参

与术后康复治疗，其中乳腺、妇科共计

120 人。

“一个美好的社会离不开女性的支

持和推动，关怀女性健康也是爱茉莉太

平洋发展公益事业不变的初衷。‘妆典

生命’ 项目评估报告不仅是一次总结，

更是为项目的未来发展提供了科学和

系统的思路。 ”爱茉莉太平洋中国总裁

高祥钦表示，企业希望能为国家的女性

健康公益事业提供助力，共同创造一个

更美好的社会。

信息时报记者 郑晓玫

自己打针就能轻松瘦？

网红“减肥笔”暗藏健康风险

《爱茉莉太平洋“妆典生命”项目评估报告》发布

3年帮助近20万女性提升“两癌”防治意识

据新华社电

香港特区西九龙裁

判法院 9 日宣判，裁定非法“占中”发

起人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等 9 人

罪名成立。 法庭将在完成被告求情程

序后判刑。

法庭判案书指出，戴耀廷、陈健

民、 朱耀明三人2013年3月至2014年

12月2日期间在香港共同串谋并与他

人串谋， 在中环对公众造成妨扰，构

成“串谋作出公众妨扰罪”。 法庭裁

定，戴耀廷、陈健民、陈淑庄、邵家臻

等8名被告“煽惑他人作出公众妨扰

罪”罪名成立，陈淑庄等5名被告“煽

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罪”罪名成立。

香港2014年9月底发生非法“占

中”，历时79天，导致香港旅游、零售、

交通运输等多个行业遭受重击。

9 日上午， 部分香港市民在法庭

外集会，要求将非法“占中”策划组织

者绳之以法。

宣判后，9 名被告暂时获准保释。

法庭当天下午开始听取被告求情陈

词，并将于次日继续这一程序。 待求

情程序完成后，法庭将作出量刑。

香港9名非法“占中”

策划组织者被定罪

▲

爱茉莉太平洋携手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共同举办“妆典生命”影像展在上海举行。

荨

爱茉莉太平洋中国总裁高祥钦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