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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晴）
日前，处在哺乳期的小丽
因为蛋白粉的问题和妈
妈发生了争执。 妈妈执
意让她多吃蛋白粉，有利
于孩子健康，可是小丽觉
得没有必要。究竟蛋白粉
有没有传说中那么神奇？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相关
负责人就此问题进行了
解答。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

蛋白粉是一种普通保健
食品，对术后身体康复有
作用，但是并没有传言中
那么神奇。 她说，对于健
康人而言，只要坚持正常
饮食，人体缺乏蛋白质这
种情况一般不会发生。 因
为奶类、 蛋类、 肉类、大
豆、小麦和玉米含必需氨
基酸种类齐全， 数量充
足，比例适当。

对于需要补充蛋白质

的人群， 可以选择服用蛋
白粉， 但是一定要注意蛋
白粉的用量。 不管是蛋白
粉的摄入还是日常饮食的
蛋白质摄入都有一个准确
的需要量。 简单来说，成年
人一般按每公斤体重每天
摄入 0.8 克至 1.2 克蛋白
质较为适宜。

该负责人提醒市
民， 蛋白粉不要空腹
服用。 空腹吃蛋白粉，

蛋白粉会被作为一般的
“产热食品”消耗掉，浪费
了宝贵的优质蛋白质来
源； 蛋白粉不能与酸性饮
料一起吃。 苹果汁等饮料
含有有机酸成分， 与蛋白
粉相遇后，会形成凝块，影
响消化吸收。

服用蛋白粉有益健康吗？

专家：有用，但不能过多摄入

宛城区城管大队

清理占道障碍物
本报讯（记者 吴玉影 通讯员 张珂）“经

过这几天城管人员的集中整治， 路宽敞了，也
不用走到马路上了。”3月 11日，范蠡东路的居
民纷纷为宛城区城管大队点赞。

为加强城市市容环境秩序管理，3 月 8
日起， 宛城区城管大队成立障碍物占压城市
道路专项整治小组， 组织 20 名执法队员，对
辖区各条道路上擅自设置石墩、 隔离桩等圈
占人行道现象进行重点清理。 截至 3 月 11
日，已对人民路、范蠡路、中州路、独山大道等
重点道路进行了清理，共清理石墩 125 个，拆
除隔离桩 210 个。该大队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将加大整治力度， 实行定点定人定时巡
查整治，切实做到还路于民。居民发现商家擅
自圈占公共道路资源的现象， 可拨打举报电
话 6501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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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革南阳市委会

精心呵护“中山林”
本报讯（记者 徐道胜 通讯员 彭娜）3 月

12日,民革南阳市委会组织 30 余名民革党员，
来到白河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的“中山林”，为树
木浇水培土，呵护树木生长，用实际行动支持
大美南阳建设。

当天，民革党员们来到白河岸边，提来一
桶桶白河水浇灌当年大家栽下的一棵棵小树。
据悉，南阳“中山林”是民革南阳市委会为纪念
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 辛亥革命一百周
年、孙中山先生逝世 86 周年，由南阳民革党员
捐款于 2011年 3 月 12日建成的。也是民革南
阳市委会打造的民革优良传统的教育基地，是
南阳多党合作事业蓬勃发展的见证和象征，是
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平台，是
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表现。

市城管局

汉城河畔植树忙
本报讯（记者 吴玉影 高超 通讯员 丁

松涛 张磊）3月 12日，市城管局组织开展“拥
抱春天，播种绿色，美化城市”义务植树活动。
该局 600多名干部职工积极参与此次活动。

当日上午，在汉城河内河改造工程张衡路
至两相路段的植树现场，来自市城管局系统的
干部职工热情高涨、分工协作，大家有的挥锹
培土、有的提水浇灌树苗，将一株株树苗栽入
泥土中，整个劳动场面紧张、繁忙而有序。市城
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此次义务植树活
动，市城管局积极筹集 20多万元资金，栽种香
椿、泡桐、樱花、紫叶李、石楠等树种共 4000多
株，为我市新春植绿增绿拉开了序幕，为我市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打下了良好基础。 ”

同日，该局还组织 50余名干部职工，来到
卧龙区潦河镇精准扶贫帮扶村梁庄村参加植
树活动。

今年春运圆满落幕

我市运送旅客近 1200 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 曹静雅 王陈 特约记者 赵向阳 李振中 通讯员 杨涛 胡光运）3 月 12 日是今年春运的最后一天，

本报记者从市运管局、南阳车务段、南阳机场了解到，今年我市春运工作平稳有序，完美收官。

南阳车务段：发送旅客 91.3 万人次
记者从南阳车务段

获悉，春运期间，南阳车
务段累计发送旅客 91.3
万人次 ， 其中南阳站发
送旅客 36.4 万人次。 受
南阳站站房改造和多趟
列车停运的影响， 南阳
车务段 、 南阳车站今年
客流与往年同期相比，

均有所下降。
今年春运， 节前以学

生和探亲流为主，客流相
对平稳；节后以外出务工
和学生返程为主，客流高
度叠加。 春运期间，为方
便旅客出行，南阳车务段
除固定车次外，还相继增
开了临时客车 13 对，运

行方向涉及北京、 广州、
深圳、成都、乌鲁木齐、汉
口、洛阳等地。 受南阳站
改造施工影响，目前宁西
线所有列车基本上都取
消了在南阳站停靠 。 因
此，部分客流被分流到了
镇平、唐河、邓州等周边
车站进行中转。 相关数据

显示，今年春运除了南阳
站、平顶山西站，车务段
管辖范围内其他车站的
客流与往年同期相比，均
有了大幅增长，其中邓州
站日均客流还曾一度突
破 8000 人， 唐河站日均
客流还曾一度接近 3000
人，均创历史新高。

南阳机场：运送旅客突破 11.3 万人次，保障航班 1071 架次
春运期间， 南阳机场

累计运送旅客突破 11.3
万人次，保障航班 1071 架
次，同比增长超 10%。

春运期间，南阳机场
航班运行正常，基地地面
服务、场务、机务等岗位
的工作人员全力以赴，努
力确保春运航班旅客出

行顺畅，安全有序。
春运结束后， 客流

趋于平稳 ， 部分航线机
型改大后， 机票折扣力
度较大。南阳至广州、南
阳至深圳航班机票有 5
折起优惠 ； 南阳至成都
航 班 机 票 有 4 折 起 优
惠； 南阳至杭州航班机

票有 6 折起优惠 ； 南阳
至上海航班机票有 6 .5
折起优惠 。 更多折扣信
息可查询航空公司官网
或手机 APP， 以上销售
信息以当日电脑查询为
准。 南阳市内售票处电
话 63801345， 南阳机场
问询电话 62232053。

春运过后， 航班生
产任务依然繁重， 机场
将持续加强安全管理 ，
紧密跟踪航班信息 ，加
强内部沟通，与局方、空
管和航空公司等多方开
展积极合作， 尽最大努
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的
需要。

市运管局：道路运输完成客运量 1080 万人次
3 月 12 日，记者从市

运管局了解到， 春运期
间，我市未出现道路客运
安全责任事故，未出现严
重服务质量投诉事件，未
出现旅客滞留现象，保障

了全市道路旅客运输市
场的安全稳定，完成了安
全运输工作目标任务。

春运期间，市运管局
认真制定了春运应急预
案， 每天按时向省局及

春运指挥部报送春运旅
客运输情况， 雨雪天气
及时发送安全提示 。 各
县区运管局、 市直各运
输企业成立春运工作领
导小组 ， 统一指挥协调

春运工作。 据统计，春运
期间全市平均日投放运
力 3388 辆， 日约发送旅
客 27 万人次， 已完成客
运量 1080 万人次， 同比
下降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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