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贴士

□本报实习记者 唐诗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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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丰台工商分局与首都
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
理学院专家学者就区域消费评价
体系建设工作召开专题座谈， 北
京市工商局消保处、 丰台工商分
局消保科、 12315中心负责人参
加了此次座谈会。

在此次座谈会上， 市局消保
处负责人就区域消费环境评价体
系建设工作的背景、 意义做了介
绍和分析， 并与大学城市公共管
理学院院长就评价体系的建设方
向和总体工作思路进行了深入探
讨和交流。

丰台工商分局相关单位负责
人也从自身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出发， 汇报了近期的工作成果，
将分局的工作设想与其他与会代
表进行了交流， 认真听取了市局
和高校的中肯意见。 在将来区域
消费评价体系建设工作中， 丰台
工商分局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
工作： 一是要充分认识区域消费
环境评价体系建设工作对于营造
安全放心消费环境的重要意义。
认识到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
擎， 有力倒逼供给升级， 制定消
费环境评价体系， 将使消费的前

期、 中期环节得到系统的管理。
二是要充分结合区域特点， 从软
件、 硬件、 动态、 静态等多个维
度搭建评价体系， 对区域消费环
境开展科学的监测和评估， 确保
评价结果真实准确、 全面客观。
三是评价体系既要体现经济环境
中的宏观层面， 也要体现微观层
面， 既要体现政府管理， 又要体
现企业自律。

下一步北京市工商局与丰台
工商分局将继续深入与校方的合
作， 全面推动区域消费环境评价
体系建设工作的开展。

李林森

“笔直的黄瓜都喷了农药， 弯的黄瓜才是天然的？” “隔夜饭亚硝酸盐超标会
致癌？” 这些在网络上和朋友圈内传播的食品谣言看起来有图有 “真相”， 让不少
人胆战心惊。 上周，在东城区第一文化馆，为期一周的东城区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区宣
传活动举行。 东城区食药监局的工作人员在现场用科学实验PK这些谣言。 通过开展
“科学辟谣”、 “你点我检” 等贴近百姓、 贴近生活的食品安全宣传， 提高百姓的食
品安全意识。

丰台工商分局与高校召开
区域消费评价体系建设工作专家座谈会

在活动现场， 工作人员还演
示了另外几组实验， 工作人员拿
出提前购买的一根笔直的黄瓜和
一根弯的黄瓜， 分别 取 部 分 样
本放入试管中 ， 用洗脱液进行
处理， 然后持续摇晃了两分钟 ，
再 分 别 取 几 滴 混 合 液 滴 在 检
测板上。

静置十分钟后， 记者发现两
个样本都呈现蓝色 ， 经过比对
后， 直黄瓜与弯黄瓜都没有检测
出农药残留 。 “现在网上有传
言， 自然生长条件下黄瓜都是弯
的， 直黄瓜是农药喷出来的， 甚
至有人说弯黄瓜喷上农药后， 两
分钟就变直， 实际上， 我们通过
今天的实验 ， 发现黄瓜是弯是
直 ， 都是生长条件下自然形成
的， 跟农药没有关系。” 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

工作人员还现场检测了隔夜
饭中亚硝酸盐的含量。 检测结果
显示， 隔夜饭中亚硝酸盐的含量
在检测设备中无法检出。 工作人
员介绍道，“隔夜饭中亚硝酸盐的
含量很低， 不足以致癌， 而且人
体最高亚硝酸盐的耐受量为0.2
克， 如果要达到亚硝酸盐中毒的
量， 一顿饭至少要吃上几十公斤

的隔夜菜。”
在现场， 工作人员还检测了

一袋泡椒凤爪， 也未检测出双氧
水。 据了解， 食品级双氧水作为
食品加工助剂， 使用范围仅限于
鲜牛乳和袋装豆腐干， 其他食品
中不得检出。

“有时候我们自己去买的食
品， 看着颜色或者品相哪里不正
常， 就会有些担心”，一位大姐把
刚买的肉拿来检测， 经检测， 这
块肉中没有检出瘦肉精。 “这样
我们老百姓吃起来就更放心了！”

炎热的夏季到来了， 我们享
受着冰凉的汽水， 五彩缤纷的水
果。 透析病人却要继续接受透析
治疗， 控制饮食、 饮水。

由于夏季气温高， 出汗多，
容易饮水过多或摄入过多含水和
钾丰富的瓜果蔬菜， 导致透析患
者容量负荷增加和血钾升高， 若
控制不佳， 很容易出现心衰、 高
钾血症等血透急症。 另外夏季炎
热患者胃口不佳， 容易造成营养
不良。 食品不卫生容易出现腹泻
等不适。

为此， 广外医院血透中心主
任、 内科主治医师李雄介绍， 首
先， 针对夏季患者饮水多， 容量
控制不佳， 建议患者每天测量体
重、 血压， 根据每天的排水量来
决定每天水的摄入。 就此提出四
点小技巧 ： 用带刻度的杯子饮
水； 稍微口渴时用湿棉签涂抹嘴
唇或漱口来减轻口渴症状； 口渴
难受时， 试试含冰块， 让冰块慢
慢融化； 在饮品中加入柠檬片或
薄荷叶等。

其次，夏季水果蔬菜丰富，透
析患者往往忍不住诱惑会摄入过
多的水果和蔬菜。 为了避免患者

出现高钾血症， 建议患者限制水
果蔬菜的摄入量， 尤其是一些含
钾高的食物更要格外注意， 比如
西瓜、 桃子等。 另外要在家中常
备降钾药物， 一旦摄入过多含钾
高的食物要及时服用降钾药物。

再次， 夏季易食欲不振， 长
期胃口不好， 可能导致透析患者
营养不良。 建议患者选择食物时
既要重视营养种类和含量， 也要
考虑食物的消化和吸收， 多选择
开胃、 清淡、 易消化、 有营养的
食物。 在日常饮食搭配上， 应注
意经常变换品种， 以提高食欲。

最后， 腹泻是夏季的常见疾
病， 透析患者尤其需警惕。 夏季
天气湿热有利于细菌的滋生， 致
病菌一旦污染食品， 在很短的时
间内就可以繁殖至致病的数量。
在平时做饭时， 一定注意生熟分
开，生的肉，禽和海产品要与熟食
分开储存， 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刀
具和砧板以及盛放的器皿也要分
开。 此外，食物一定要彻底煮熟，
熟食在室温下不得存放超过两小
时， 不食用的食物应及时放入冰
箱 ， 即使在冰箱也不要存放过
久， 再次食用之前要彻底加热。

透析患者慎食西瓜、桃子
夏季来临

□本报记者 陈曦

东城区食药监“科学辟谣” 提示市民不信谣、不传谣

？？？？？胶带捆绑的蔬菜
甲醛超标

猪肉里有钩虫， 煮不烂， 杀
不死？

真相： 所有感染畜禽的寄生
虫及微生物均可通过高温处理后
被灭活， 寄生虫虫体一般在80℃
以上即可被杀死。 网上所说的钩
虫水煮不烂、 高温杀不死， 是因
为它们本身并不是虫子， 而是肌
腱等致密结缔组织， 所以一般的
烹饪方法很难煮烂。

黑心商贩竟给西瓜打针？

真相 ： 注射器扎进西瓜之
后， 会令西瓜表皮受损， 这样的
西瓜很容易腐烂。 因为西瓜含的
水分和糖分很多， 如果表皮被破
坏了， 在炎热的夏天很容易就变
质， 一般商家不会这样做。

毒豆芽五毒俱全？

真相： 2015年5月21日 ， 国
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农业部、
国家卫计委联合出台了 《绿色食
品芽苗类蔬菜》 标准， 为豆芽中
无根剂使用划定限量， 只要在使
用限量范围之内的均是可正常食
用的豆芽。

青蟹被注射不明液体？

真相： 有网传视频显示， 一
位大妈手持注射器向青蟹注射不
明 液 体 ， 网 民 纷 纷 猜 测 注 射
物 为 胡萝卜素 、 黄粉 、 蟹黄膏
和尿素精等 。 业内多名专家证
实， 如此打针青蟹很容易死。 注
入异物后蟹的口感也会变得不一
样， 马上就会变味， 商家不会这
么做。

橘子变红， 竟然是用针注射
甜蜜素？

真相： 水果使用甜蜜素的谣
言谣传多年。 因为柑橘表皮厚实
且为油性， 外界物质很难附着穿
透 ， 甜蜜素浸泡起不到增甜效
果。 而且， 注射甜味剂， 虽能让
橘子局部变甜， 但这种橘子极易
腐烂变质， 得不偿失， 一般不会
被商贩所采纳。

化了又冻的雪糕有毒？

真相： 专家称， 最可能影响
雪糕卫生状况的情况可能是冷藏
环境不符合要求， 引发细菌过量
繁殖。 因此， 建议买雪糕时首先
要看是否在保质期内， 包装有没
有破损， 通常应选择外形完好的
雪糕， 避免给细菌繁殖造成可乘
之机。

延延伸伸阅阅读读

食品谣言
个个戳破

刚买的肉中会不会有瘦肉
精？ 牛奶中是否含有三聚氰胺？
每天买菜的市民们或多或少都有
对食品安全方面的担忧。 为了让
老百姓实实在在了解食品安全状
况， 东城区食药监局工作人员将
食品检测实验室搬到活动现场，
开设 “你点我检” 环节， 为市民
提供免费的食品安全检测服务。
工作人员取小部分食品作为样
品， 只需三五分钟的时间， 检测
结果即可显现。

前段时间， 网络传言称超市
售卖的用胶带捆绑过的蔬菜， 甲
醛超标10倍， 这条热搜吓坏了不
少买菜的市民， 这是真的吗？ 活

动现场， 检测人员从市场上购买
了一捆用胶带捆绑的蔬菜， 来检
测与胶带接触的蔬菜样品的甲醛
含量。 同时又购买了同一批次无
胶带捆绑的蔬菜， 将同样部位作
为对照组， 用来对比甲醛含量。

检测结果显示， 两份样品均
未产生颜色变化， 没有检测出甲
醛。 “甲醛只有在一定温度下才
会发生迁移， 而用于捆绑蔬菜的
胶带一般都存放在常温下， 基本
不会发生迁移， 所以胶带捆绑过
的蔬菜甲醛含量超标这种说法是
谣言， 市民们没必要恐慌。” 东
城区食药监局工作人员侯磊告诉
记者。

胶带捆绑蔬菜甲醛超标是谣言

黄瓜是弯是直 与农药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