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

8.15~8.18（10:20~12:30）

8.15（19:20~19:50）；

8.16~8.18（19:00~22:00）

8.15~8.17（20:00~22:00）

8.15~8.18

8.15~8.17,15:00 开始巡游

8.15~8.18（10:00~22:00）

活动内容时间表

活动项目

中元祭祀礼仪

中元节放河灯

中元晚会

中元公益文创市集

汉服巡游

沙美摆中元乞巧展示

地点

沙美梁氏宗祠

沙美公园门口河段

沙美公园舞台

沙美公园内及门口河岸

车陂公园 - 村内道路

- 沙美公园门口

梁氏宗祠

时间

8.15~8.18（10:20~12:30）

8.15（19:20~19:50）；

8.16~8.18（19:00~22:00）

8.15~8.17（20:00~22:00）

8.15~8.18

8.15~8.17,15:00 开始巡游

8.15~8.18（10:00~22:00）

活动项目

中元祭祀礼仪

中元节放河灯

中元晚会

中元公益文创市集

汉服巡游

沙美摆中元乞巧展示

地点

沙美梁氏宗祠

沙美公园门口河段

沙美公园舞台

沙美公园内及门口河岸

车陂公园 - 村内道路

- 沙美公园门口

梁氏宗祠

责编：韩漪 美编：何建玲 校对：黄虹

广州

2019.8.15��星期四

INFORMATION TIMES

A10

老年人要多吃保健食品吗？

随着社会老龄化的日益加重， 中国

的老年人越来越多， 所占人口比例也越

来越高， 2017 年 65 岁以上人口比重已

经达到 11.6%，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

加深的是与养老、 医疗等相关产业的蓬

勃发展。 我们时常会听到一些关于保健

食品的骗局， 老年人更是受骗的重灾

区， 那么究竟老年人要如何对待保健食

品呢？

首先， 我们要有个清晰的概念， 保

健食品并不是药品， 只是起到调节身体

机能的作用， 不具备治疗疾病的作用。

老年人若经医生诊断存在疾病的话， 必

须严格遵照医嘱服用药品， 不能用保健

食品替代药品。

其次， 保健食品一般不提供普通食

品具有的能量和常量营养成分， 所以也

不能用保健食品替代普通食品。

随着年龄的增大， 老年人因为牙齿

脱落或对假牙不适应， 使得咀嚼能力下

降， 从而导致蔬菜、 水果及瘦肉进食量

不足； 而且随着消化器官功能的减退，

对摄入的营养素也不能很好地消化吸

收， 因此老年人更容易出现营养不良和

营养摄入不均衡。 如果体检发现确实缺

乏某种维生素或矿物质或营养成分， 可

以根据个体情况适量使用营养补充性保

健食品， 比如复合维生素片、 矿物质

片、 蛋白粉、 全营养粉等。

除了营养补充性保健食品， 一些功

能性保健食品也很受老年人欢迎。 实际

上， 一些保健食品是针对老年人设计

的， 如抗氧化的、 增加骨密度的， 因此

老年人适当食用一些保健食品也是合理

的。 但自己是否需要以及需要什么保健

食品， 这需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以及

保健食品的保健功能， 应根据自己的身

体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保健食品。 这方

面建议老年人多听取医生、 营养师等有

资质的专业人士意见。

要科学、 理性地看待保健食品。 保

健食品并非万能， 也不是每个人都必

需。 保健食品的功能作用还可能因个体

而有差异， 有些保健食品甚至会引起不

良反应

（例如， 胶囊型保健食品可能引

起胃痛）

或者与药物相互作用

（例如，

银杏叶提取物与抗凝药物阿司匹林 ）

，

因此， 有服用药物的老年人在食用保健

食品前一定要向医生咨询是否可行。

最后， 给购买保健食品的老年人提

个醒， 凡是以治疗、 消除病症为卖点的

保健食品一律不要购买； 购买保健食品

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 合法平台、 靠谱

商家， 选择有保健食品标志的正规产

品； 购买保健食品还要理性消费、 合理

判断， 保健食品也有保质期， 不宜购买

过多种类和过多数量的保健食品。

撰稿人： 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

院临床营养科 严思敏 主治营养医师

科学达人 科普到家

食的学问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郑晓玫）

昨

日，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

称“广州酒家”）

发布公告：公司于7月

1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广州酒家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陶陶居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

资金人民币19981.61万元收购广州国

有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广

州陶陶居食品有限公司 (

下称 “陶陶

居”

)100%股权。

公告显示，8月12日，陶陶居已完

成本次股权转让的相关工商登记手

续，并取得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

发的《营业执照》。 至此，陶陶居公司

正式成为广州酒家的全资子公司。

从公告公开的陶陶居公司新工

商信息显示，陶陶居法定代表人换成

了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董事会秘书李立令； 陶陶居

公司经营范围除了餐饮管理、 商业

特许经营、 预包装食品批发等， 还

包括办公室设备租赁服务， 计算机

及通讯设备租赁等。 注册资本与陶

陶居公司此前注册资本一样是5000

万人民币。

据此前报道，7月19日，广州酒家

发布公告称，拟以1.998亿元收购陶陶

居100%股权。 广州酒家称，本次收购

是以“餐饮立品牌，食品创规模”为发

展方向，继续落实公司“食品+餐饮”

双轮驱动战略的具体举措之一。 广州

酒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陶陶居”优

质品牌后，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扩充食

品及餐饮平台的老字号品牌，与公司

原有品牌形成互补并产生协同效应，

增强核心竞争力，最大化公司股东利

益。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今天

是农历七月十五，俗称中元节，是农

作物成熟，民间庆贺丰收以祀大地的

日子， 人们也在这一天祭祀先祖，缅

怀先人。 在天河区车陂村，至今仍保

留着“摆中元”的传统民俗。 8 月 15 日

至 18 日， 车陂将举办中元节系列民

俗活动，包括中元河灯祭、中元晚会、

中元公益市集、车陂潮墟、汉服巡游

等，精彩不断。

据了解，天河车陂的“四大文化”

核心以龙舟文化、宗祠文化、中元文

化、 东坡文化为推广与发展重点，其

中，中元文化以祭祀先烈、缅怀先祖

为核心内容。 中元节，车陂沙美梁氏

宗祠将举办传统祭祀活动。 仪式由沙

美梁氏宗祠的“太婆”带领氏族中的

女性后人，身穿汉服，在宗祠正厅进

行传统祭拜。 大厅内摆放着巧姐巧哥

们亲手制作的精美手工艺，叫做“摆

中元”，包括丝布花、纸通公仔、车陂

龙船景、广州塔微缩版模型、广州西

塔模型等等，各式作品寓意着对未来

生活的美好祝愿。

今年沙美“摆中元” 展示活动

将于 8 月 15 日至 18 日在梁氏宗祠举

办。

今年中元节期间， 车陂还设置

了中元河灯祭、 中元晚会、 中元公

益市集、 车陂潮墟、 乞巧作品展、

汉服巡游等多种元素主题活动。

其中， 汉服巡游、 中元河灯祭

是节庆活动中的两大亮点， 由祭祀

礼仪队伍和汉服爱好者组成巡游队

伍， 沿着车陂公园-村内路段共同巡

游至沙美公园。 而中元河灯祭将吸

引市民在车陂涌上放出带有祝愿的

河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俊 通讯员 陈

子昕 杜亚楠）

每天坐着地铁出行，你有

想过它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吗？ 地铁行业

的首本AR科普绘本《地铁是怎样设计

的》告诉你答案。 昨日，广州地铁在地铁

博物馆科普课室举办了该绘本的公众体

验活动， 并向全市1500多所学校和广州

市各级图书馆捐赠3500本绘本。

《地铁是怎样设计的》全书用了33幅

手绘插画， 生动地描绘了地铁设计是如

何支持地铁安全、准点运行的。该书通过

丛书介绍、线网规划、线路敷设、站台设

计、隧道内景、过江隧道、综合系统等七

大AR+VR体验页面， 只需点一下手机

下载“地铁设计App”，打开并对着“AR”

标识页面，AR影像就会绘声绘色地向你

介绍页面内容。

“像这样拿着手机玩AR看书还是头

一回。书里的画都动起来了，真有趣！”一

名参加活动的小朋友兴奋地说。

广州地铁设计院院长农兴中介绍，

这本AR科普绘本集中了广州地铁30多

位设计专家， 并邀请专业漫画人士执笔

创作， 历时一年多才完成， 也是此前广

州地铁发行的 《地铁是怎样建成的》

《地铁是怎样运营的》 的姊妹篇。 目前，

该书正在京东、 当当、 新华书店等渠道

发售。

1.99亿！ 广州酒家将陶陶居纳入麾下

股权转让完成工商登记，陶陶居正式成为广州酒家全资子公司

地铁是怎样设计的？

这本AR绘本告诉你

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

快来车陂体验放河灯

近日 ， 陶陶

居 完 成 股 权 转

让 ， 正式成为广

州酒家的全资子

公司。 图为上下

九步行街的陶陶

居。 （资料图片）

信息时报记者

郭柯堂 摄

昨日上午，参加体验活动的小朋

友翻阅《地铁是怎样设计的》一书。

信息时报记者 陈文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