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心！ 红心甘蔗有毒
本报讯 （记者 纳玉堂）11 月 2 日，市

民薛女士向西海都市报记者反映，她在早
市上买了几节甘蔗，晚上孩子回家后吃了
两节甘蔗后发生呕吐，后来上网一搜才知
道，原来红心甘蔗系霉变，会引起食物中
毒，严重的会致命。

11 月 2 日，记者走访水果市场，发现
部分水果商店及市场所售甘蔗，均有不同
程度红心迹象。 在东大街一家销售的甘蔗
商店，一捆甘蔗里，有两根甘蔗心体色泽
发红棕色，“中间怎么是红的？ ” 记者询
问，店主说：“甘蔗放时间长了，氧化就会

变成这样。 ”
甘蔗红心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万

一误食了该如何处理？ 中国科学院西北
高原生物研究所生物专家王启兰说， 商
家所说的 “甘蔗氧化就会变成这样” 毫
无科学根据， 红心甘蔗其实是甘蔗霉变
所致。

王启兰说， 甘蔗发生霉变是在不良条
件下储存时造成的， 因大量微生物繁殖造
成甘蔗变质， 如有霉斑， 横截面出现白色
絮状或绒毛状菌丝， 中心有变色， 即“红
心甘蔗”。 霉变后的甘蔗可能含有剧毒物

质， 若误食可导致中毒。 这种毒素不到
0.5 克就可以使人中毒， 食用霉变甘蔗中
毒的潜伏期在 10 分钟至数小时内。 中毒
症状最初为一时性消化道功能紊乱， 恶
心、 呕吐、 腹疼、 腹泻， 随后出现神经系
统症状， 如头昏、 头疼、 眼黑。 重者可出
现阵发性抽搐， 患者最终可死于呼吸衰
竭， 幸存者则留下严重的神经系统后遗
症， 导致终生残废。

王启兰建议市民， 变质的甘蔗一定不
能食用， 一旦出现中毒症状要立即到医院
采取灌肠、洗胃等治疗措施。

买鱿鱼留个心眼
小心肚内有乾坤

本报讯 （记者 纳玉堂）11 月 2 日
中午，家住省城建设巷的吕女士，在小
桥农贸市场水产店买了两条鱿鱼，回家
清洗时，发现鱿鱼被商贩做了手脚。

2 日中午， 吕女士买了两条鱿鱼，
回家清洗时发现鱿鱼肚内有几条小鱼，
她怀疑是海鲜商贩为了压重量，故意在
鱿鱼体内塞了几条小鱼。“怕店主洗过
的不太卫生， 就挑了两条没清洗的鱿
鱼，谁知道商贩为了赚钱，竟在鱿鱼肚
子里做文章。 ”吕女士说。

13 时左右，记者在小桥农贸市场一
家水产店购买了两条鱿鱼，现场让店主
剪开清洗。 清洗中发现，一条鱿鱼腹中
确实有一条小鱼。鱿鱼腹中的小鱼体外
包裹着很多黏液， 腹部明显有腐烂迹
象，没有鳞片。 面对此情况，店主说，自
己经营水产生意已有 7 年之久，从未在
鱿鱼腹中塞过小鱼，更何况现在鱿鱼的
价格和小鱼的价格相差不大，没有必要
为了压秤，将小鱼塞进鱿鱼腹中。

采访中， 一名姓张的水产店主说，
在鱿鱼价格高的时候，确实有商贩为了
赚钱，将死去的小鱼塞进未经过清洗的
鱿鱼腹中。 “鱿鱼肚子里有小鱼，可能
是摊主的无良行为，也有可能是上级批
发商所为，还有可能是鱿鱼被捕获之前
自然觅食吞进肚子里的。 ”店主说。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鱼类专家赵凯说， 鱿鱼是肉食性动物 ,
食物大多为小公鱼、沙丁鱼、鲹和燐虾
等小型中上层种类， 也大量捕食其同
类。 如果购买的鱿鱼腹中发现小鱼，并
不能确定是水产商贩在作怪，很有可能
是在鱿鱼上市前腹中就有未消化完的
食物。 消费者在购买海鲜时，不妨当场
查验，一旦发现“内有乾坤”，可以直接
要求摊主将鱼肚中的多余杂鱼取出，重
新称量。

老太假扮失主亲戚 骗走一万多现金
本报讯 （记者 王晓宁 )“我的钱包被

人领走了。”11 月 2 日，李先生在回家的途
中忽然发现钱包不见了， 于是到刚才吃饭
的饭店寻找，不料,被饭店老板告知李先生
的钱包让别人领走了。

李先生告诉记者，当天中午，他和朋友
在虎台一巷一家饭店吃饭， 由于和朋友们
聊得开心， 吃完饭后， 就将随身携带的手
包落在了饭店的桌子上。

李先生吃完午饭后就从虎台小学坐公
交车回家， 等他下车时忽然想起手包不见
了，赶紧坐了出租车去那个饭店寻找。 结果

老板说， 李先生的手包被一位也在饭店吃
饭的老太太领走了， 她声称是李先生的亲
戚。 事实上，李先生并不认识那位老太太。

汪先生是虎台一巷这家饭店的老板。
汪先生说，中午 1 时左右，饭店客人较多，
他就去后厨帮忙， 大厅就留下爱人李女士
招呼客人。

李女士说， 李先生用餐结束后就走
了， 把自己的手包落在饭桌上。 李女士收
拾桌子时发现了李先生的手包， 就把它收
到吧台里， 她心想客人记起后会回来拿。
当时饭店内还有一老太带着小孙子吃午

饭， 那个小孩子穿着虎台小学的校服。 等
他们吃完饭后， 老太太突然到吧台上， 声
称刚才那个人是她的亲戚， 给她打电话，
让她帮忙领取手包。 李女士当时很怀疑，
就拒绝将手包拿给老太太。 但老太太十分
强势， 一口咬定那个手包的主人就是自己
家亲戚， 最后， 李女士无奈就把手包给了
她。

“我的包里有一张医保卡， 一张社保
卡， 一张身份证以及两张银行卡， 还有一
万多元的现金。 ”李先生焦急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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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我中心定于 2015 年 11 月 13 日
上午 10:00 对西宁客运中心站二楼商业层整
体经营使用权（十年，建筑面积 5164.47平方
米）进行公开拍卖。
预展时间：2015年 10月 29日 -��11月 12��日
预展地点：西宁市公物拍卖中心及标的现场
拍卖地点：青海会议中心海西厅
办理竞买手续地点： 西宁市公物拍卖中心
（西关大街 57号，水电大厦十层）
办理竞买手续截止时间：
2015年 11�月 12日 16�时止
竞买对象：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登记
注册的且具有丰厚资金实力、良好的社会经营
信誉的企事业单位及个人均可参加竞买。
竞买资格：1、凡有意参加竞买者，请于公告规
定的时限内持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或企事
业单位法人证书及复印件，法人代表身份证及
复印件（委托竞价的，应当提供法人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及复印件）办理竞买
登记手续，填写竞买申请书，经资格审查合格
后，取得竞买资格。 2、取得竞买资格的，须缴付
标的竞买保证金 50 万元人民币（以转账方式
支付竞买保证金，须提前一天到帐。 收款单位：
西宁市公物拍卖中心 开户银行： 建行城西支
行 账号：63001373637050018753）。 未交付竞买
保证金的不具有竞买资格。 竞买人支付的竞买
保证金在拍卖成交后当即转为定金，竞买未成
功的保证金在拍卖会后五个工作日内不计息
返还。（银行收取的手续费自理）
咨询电话： 0971-���6113389
�����������������13897426189�����孔先生

0971-8112350����陈先生
工商监督电话：0971-8213069����
网 址：www.xnpm.com

西宁市公物拍卖中心
中国拍卖 AA 级企业

西宁客运中心站二楼商业层整体
经营使用权拍卖公告

正能量：八旬老人摔倒众人帮
养老服务协会建议老人出门带张“纸”

本报讯（记者 周建萍）11 月 2 日，接近晌午的时
候，81 岁的脱国栋老人拄着拐棍出门到附近药店买
药，走到财校巷口的时候想找个台阶休息一下，结果脚
下一滑，倒在了地上。

“没几分钟，老汉身边围了好多人，有的问老人哪
里摔疼了， 有的问知不知道家人的电话， 有的立马打
120。”同样也是老人的赵先生说，“因为看着老人岁数
大了，没敢动，就把他手里拿的垫子放在他屁股底下，
怕冻着。 ” 一名身穿西宁志愿者红色马甲的女士说，
“老人一直都说不上家里人的电话，身上又没带手机，
很着急。最后老人慢吞吞地说了一个座机号，我们打过
去说了老人摔倒的事情，就一直在这等着。 ”

从老人摔倒到老伴儿接到电话立即赶来也就十几分
钟时间。正当老伴儿想着要联系儿女的时候，却发现因为
出门仓促，忘了带手机，自己又记不得儿女的手机号。 此
时，救护车赶到，医护人员将老人送往医院。临走前，几位
好心人还热心嘱咐老人，以后出门一定要带手机。

为此，省养老服务协会的工作人员建议，如今方便
老人携带的联系人
手环、 智能求救设
备等很容易买到，
实在不行， 建议儿
女在老人经常携带
的证件或卡包中放
一张写有联系人手
机号码的纸条，以
备不时之需。

10月 30 日，民惠地产、民惠物业、里想书店联合开展捐资帮困活动，为黄南藏族自治州
双朋乡还主完寄宿制小学、尕秀小学、宁塔小学捐赠学习用具，慷慨解囊，奉献爱心。

在爱心捐赠活动中，民惠地产、民惠物业、里想书店给贫困山区的孩子送去学习用品、
书包、书共 151 套，这次捐物活动主要传递的是一种爱心，让贫困学生感受到身心的温暖，希
望通过此次活动，能够影响更多的人尽一份心、献一份力，也希望能够组织更多类似这样的
募捐活动，帮助困难人群。 见习记者 吴进霞 摄

↑热心市民询问老
人是否受伤，家在何处。

←赵先生一直用手撑住摔倒老
人的背部，以防老人失去重心。

本报记者 保嵘 摄

鱿鱼体内包裹的小鱼。
本报记者 纳玉堂 摄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