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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歧视中国人 美公司被传唤
涉事公交公司广告：“乘坐我们的公交车，你不会感觉身在中国”
事权利。我们对此事十分关注，因
为这则广告涉嫌歧视潜在顾客。
根据法律，人人都有进入公共交
通工具的权利，这与他们的种族
或国籍无关。”
这家名为“城郊快线”的公司
总部设在伊利诺伊州，经营从伊
利诺伊大学厄巴纳 -尚佩恩分
校往返芝加哥市区和机场的大

新华社电 美国伊利诺伊州
总检察长莉萨·马迪根 4日宣布
传唤该州一家公交公司，认为这
家公司涉嫌歧视中国留学生及
侵犯民事权利。
马迪根在当天发布的声明中
表示，已经向这家公司发出传票，
要求其在 30天内答复。“我们正
在调查这家公司是否涉嫌侵犯民

量饮食。
结果显示，一段时间后，
那些体重减少 15公斤或更
多的病患中，86%的 2型糖
尿病症状得到缓解；减少 10
到 15公斤的病患中，57%得
到缓解；即便只是减少 5到
10公斤的人群中，这一比例
也达到 34%。相比之下，接受
常规护理的那一组病患里，
这一比例只有 4%。
研究人员认为，这表明 2
型糖尿病症状的缓解与体重
减轻程度具有密切关系。
报告主要作者、纽卡斯尔
大学教授罗伊·泰勒说，体重
下降会减少肝脏和胰脏中的
脂肪，促使这些器官的正常功
能逐步恢复。此外，体重下降
不但可以缓解 2型糖尿病病
情，如果减重程度足够，还可
以延长缓解效果。

一声明并非道歉，而是进一步宣
扬种族主义。伊利诺伊大学厄巴
纳 -尚佩恩分校的中国籍在读
博士生宋翔宇接受新华社记者采
访时说：“广告完全就是歧视，我
和周围的朋友都十分吃惊和反
感，很多人都在微信朋友圈和其
他社交媒体上转发。我以后都不
会乘坐这家公司的公交车。”

“城郊快线”公司随后发布了
题为“道歉”的声明，解释广告的
目的在于突出自己与其他专营中
国留学生的公交公司的不一样之
处，同时批评校方管理不善，招收
过多国际学生，给本国学生带来
极大负担。
学生团体“亚太裔美国人联
盟”随后质疑“城郊快线”公司这

有此
一说

减重有助缓解
2 型糖尿病
新华社电 2型糖尿病患
者如果想控制病情，现在有了
新思路。英国知名科研期刊
《柳叶刀》5日在线发表的一
项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减轻体
重有助缓解这类患者的病情。
2型糖尿病也称成人发
病型糖尿病。流行病学研究
显示，肥胖、高热量饮食、体
力活动不足等是导致 2型糖
尿病最主要的环境因素，高
血压、血脂异常等也会增加
患病风险。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和纽
卡斯尔大学学者领衔的团队
开展了这项名为“糖尿病缓解
临床试验”的研究。他们在英
国招募了近 300名患者参与
试验，其中一半接受常规的糖
尿病护理，另一半则参加结合
体重控制项目的基础护理，这
包括持续 3至 5个月的低热

巴。公司在本月 2日通过邮件向
学校师生发出的圣诞季促销广告
中写道：“乘坐我们的公交车，你
不会感觉身在中国。”
这则广告发布后立即引发亚
裔学生和校方的严正抗议。该校
学生事务办公室发表声明强烈谴
责这一广告，认为是对中国和亚
裔群体的侮辱。

街头散步
无益于身体健康
论，在空气污染的地方锻炼
新华社电 英国研究人员
发现，受空气污染影响，沿街 几乎无益于身体健康。“如果
散步对身体健康的益处微乎 人们不能找到一片绿地或公
园锻炼，那就在室内运动
其微，可以忽略不计。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研究 吧，”帝国理工学院教授郑凡
人员召集 119名 60岁以上 （音译）说。
相关研究报告发表于英
志愿者，将他们分为心脏病
患者组、慢性胸膜炎患者组 国《柳叶刀》周刊。
科学家一直试图搞清在
和身体健康组，并随机分配
他们在伦敦牛津街和与之相 空气污染环境下锻炼是否有
距不远的海德公园分别散步 益健康。英国剑桥大学研究
2小时。研究人员发现，无论 人员 2016年曾得出不同结
健康与否，在公园散步的志 论，认为坚持锻炼的益处仍
愿者肺功能改善、动脉血管 大于空气污染对身体造成的
软化显著，效果持续到散步 危害。当年研究领头人马尔
后 26小时。沿牛津街散步者 科·泰尼奥认为，上述两项研
肺功能改善微弱，动脉硬化 究得出不同结论，与研究对
状况甚至恶化。牛津街是伦 象数量和研究时间长短都有
敦繁华的商业区，马路上通 关系。他指出，最新研究没有
常只有烧柴油的公交车和出 否认锻炼有益健康，只是在
空气污染环境下这种益处削
租车通行。
研 究 人 员 因 此 得 出 结 弱了。

坚持锻炼六周即可助防肠癌
新华社电 坚持锻炼有益身
心早已为众人所知。美国一项
研究首次发现，坚持锻炼 6周
即可改变肠道菌群，从而有助
于预防肠癌。不过，研究人员还
发现，一旦停止锻炼，这种正面
作用即告消失。
伊利诺伊大学研究人员招
募 18名偏瘦女性和 11名肥胖
女性，让她们每周锻炼 3次，每

次从 30分钟中等强度锻炼到 1
小时高强度锻炼不等。坚持 6周
后，她们停止锻炼 6周。研究期
间，这些女性的饮食没有变化。
研究人员在锻炼前后分别采集
这些女性的排泄物样本，结果发
现，坚持锻炼 6周后，她们体内
与肠道菌群相关的丁酸盐水平
提高，后者能够增强肠黏膜免疫
屏障作用，从而阻止细菌及其代

谢产物等进入血液、引发炎症反
应。研究人员还发现，停止锻炼
后，这种正面影响会消失。
研究人员在最新一期 《运
动医学与科学》 季刊上发表报
告说，这是研究人员首次发现，
除饮食等因素外，锻炼能够对
肠道菌群产生影响。不过，研究
人员尚需更多研究，才能确定
其中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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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振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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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丁广贤
张志杰
郑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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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保华
李增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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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锡文
薛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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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伦
张大虎
丁鑫
红霞
李建
范志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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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