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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食品品能能否否放放心心吃吃，，现现场场快快检检几几分分钟钟
张刚大篷车3·15特别行动为市民提供专业的食药安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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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15日讯（记者 崔岩
林媛媛 许建立 实习生 乔

政文 韩雪 李旭） 如何鉴别
保健食品的真假？日常饭桌上的
蔬菜是否农药超标？15日上午，本
报张刚大篷车联合生活日报、济
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历下
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济南市
公安局食药环侦支队和漱玉平民
大药房开展3·15特别行动，为市
民提供专业的食品药品安全知
识。

活动现场，食药监管部门、公
安部门及漱玉平民大药房的工作
人员分别为前来咨询的市民发放
了安全健康饮食常识、药品小常
识等科普资料，资料里介绍了怎
样选择安全食品、如何识别合法
药品等食品药品知识。

市食药监局的快检车可谓
“移动的实验室”，在活动现场很

是惹眼。工作人员介绍说，快检车
上的设备能完成十几个品种的快
速检测，几分钟内就能得出结果，
得出检测数据的准确度也比较
高。

“如果销售人员说保健食
品能治病，肯定是忽悠。尤其不
要从流动商贩手中买保健品，
很多假保健食品销售人员换着
地方卖，卖完后就蒸发了。”该
负责人介绍说，不少保健食品
推销，打着“义诊”旗号，免费食
用、免费旅游，有的还开展健康
知识讲座、邀请专家授课，老年
人应该避免上当。

“民以食为天，吃饭和吃药都
不是小事。”活动中，不少市民表
达了对食品、药品安全的关注，希
望以后相关部门能多开展这样的
食品药品安全知识宣传、普及和
检测活动。

本报3月15日讯（见习记者
张九龙 记者 肖龙凤 林

媛媛 实习生 丁海奇 张艺
夕） 15日上午，本报张刚大篷
车 3·15特别行动走进名士豪
庭。由张刚大篷车、齐鲁晚报名
士豪庭社区服务中心、历下区
人民医院、名士豪庭第二社区
居委会共同举办的健康义诊活
动，为100余名社区居民进行了
免费体检和健康咨询。

15日上午8时，历下区人民
医院的体检车开到了齐鲁晚报
名士豪庭社区服务中心，为社
区居民提供糖网筛查、血糖测
量、眼科检查、健康咨询等健康
义诊服务。在短短两个小时内，
有100余名社区居民争相参加，
为此，现场不得不采取发放号
码的措施控制人数。

建立《光明工程健康档
案》、测血糖、测视力眼压、专科
医 生 诊 断 、领 取 筛 查 结 果
单……整个过程中，来自历下
区人民医院的专业医疗团队为

社区居民耐心检测，悉心答疑
解难。历下区人民医院医务科
主任姜丽香表示：“糖尿病、白
内障等是中老年人的高发病，
今天的体检针对性很强，就是
希望能更好地服务社区里不方
便出远门的中老年人。”

除了方便，社区义诊还拉
近了医患关系。名士豪庭第二
社区居委会主任杨奎香说：“去
医院检查和在家门口检查的心
情是不一样的，在这里心情比较
放松。去医院不但要花很长时间
排队，心情也会比较紧张。”

家住名士豪庭三区的李传
华女士早已退休在家，但是身
体向来健朗，是社区里有名的

“金嗓子”。从报纸上得知家门
口有健康义诊的活动，李女士
一大早就来到了社区服务中
心，抢到了第一个号码。“医生
到家门口，有什么病可以及早
发现，没病也就放心了。”

在活动现场，许多居民在
交流中表示，好久没做过专业

的眼睛检查了。“没想到今天在
家门口就做了检查，结果还真
查出了问题。医院的大夫耐心
地对我讲了注意事项和治疗方
案，还安排我去医院进行免费
治疗，非常贴心。”名士豪庭二
区的居民王先生说。

姜丽香介绍，此次活动原本
只计划面向历下区户籍的居民，
由于现场居民的体检热情很高，
他们也放宽了限制。“居民来一次
不容易，只要是有体检意愿的，我
们都尽量满足。”

姜丽香表示，从2012年起，
历下区人民医院就开展了“光
明工程”，对历下区糖尿病视网
膜病变及白内障患者开展全覆
盖扫盲工作，此次和张刚大篷
车联合搞的活动也是光明行动
进社区的一部分。“今天活动现
场为受诊居民建立了历下区人
民医院医疗档案和医院检验
单，居民可以随时前往历下区
人民医院，进行血常规和视力
的二次免费检测。”

张刚大篷车健康义诊走进名士豪庭

家家门门口口免免费费体体检检，，心心情情很很放放松松

在15日的义诊现场，来了不
少“资深”白内障患者。对此，历
下区人民医院的医生建议，应进
行手术治疗。

“得白内障十几年了，用了
许多药物也不见好转。每次检查
时医生都建议做手术，但我心里
有顾虑，毕竟年龄这么大了，不
愿意冒风险。”一位参与体检的
老先生无奈地说。

历下区人民医院眼科医生
王峰表示，不少白内障患者都存
在类似这位居民的想法。“今天
检查出不少居民患有白内障，有
的是早期，暂时不需要治疗，但
是严重一些的我们就会建议动
手术了。”

据了解，白内障又称年龄
相关性白内障，虽然病因比较
复杂，但总体上与年龄相关。王

峰说：“在白内障治疗方面，有
一个常见误区，就是很多人认
为点眼药水可以缓解或治疗白
内障，其实眼药水对白内障没
有丝毫作用。”

据介绍，目前没有任何一
种滴眼液或口服药物能治疗白
内障，使用药物治疗在早期可
能延缓病情的发展，但随着年
龄增长、病情发展，晶体混浊将
逐步加重、视力减退，影响日常
生活。

“目前，手术是唯一有效治
疗白内障的方法。进行白内障手
术就是将混浊的晶状体摘除，植
入一个永久性的人工晶体，代替
原来晶状体的屈光作用。如果不
伴有角膜、玻璃体、视网膜和视
神经等疾病，术后视力恢复会很
理想。”王峰建议。

“其实白内障手术是比较
简单的眼科手术，这几年我们
每年都要做上百例，效果比较
好。由于白内障患者的年龄偏
大，一说起动手术，观念上还有
些顾虑。通过社区巡诊或者健
康讲座，我们希望能够给居民
普及更多的健康知识。”历下区
人民医院医务科主任姜丽香表
示。

据介绍，近些年来我国白
内障患者的数量明显增多。调
查显示，除了老年人外，患有眼
睛疾病或是全身性的疾病者，
例如葡萄膜炎、糖尿病、高血
压、动脉硬化、晶状体营养和代
谢状况出现问题等患者，都是
高危人群。“因此，对于居民来
说，不论年龄大小，日常的眼部
检查是很有必要的。”王峰说。

治疗白内障还得靠手术

就就出出结结果果

在15日的体检中，有6位居
民新发现患上了糖尿病。对此，
医生表示，即使平时不爱吃糖，
也有可能得糖尿病。糖尿病诱发
的糖网病主要是靠预防为主，因
此经常参加体检很有必要。

“是不是搞错了啊？平时我
很少吃甜食，身体也没有什么不
适，怎么会有糖尿病呢？”义诊现
场，家住名士豪庭一区的李先生
听到自己的血糖检测结果后，表
示不可思议。

对此，历下区人民医院糖尿
病科主任翟洪坤解释，糖尿病的
诊断标准是空腹血糖值超过7 . 0，
或餐后2小时内血糖值超过11 . 1。

“由于尚未出现并发症，身体没
有不适，因此许多糖尿病人并未

意识到自己患病。这时候如果提
早治疗的话，效果会更好。早发
现、早治疗，这就是我们进行筛
查的意义所在。”

翟洪坤表示，糖尿病的病因
是多样的，也会受到遗传因素和
环境因素的影响，平时少吃甜食
和面食并不一定不会得糖尿病。
据介绍，中国是目前糖尿病患者
最多的国家，有9240万人，糖尿病
视网膜病则是很常见的致盲眼
病，每年大约有100万名患者因为
没有及时治疗而失明。

“这种病的病程发展是不可
逆的，早期一般没有症状，也没有
异样感，所以容易被忽略。实际
上，如果能早期发现，及时使用激
光治疗，大部分患者病情是可以

得到控制的，而且早期的治疗费
用低，痛苦少。”翟洪坤介绍。

翟洪坤建议，糖尿病患者应
该养成定期进行眼部检查的习
惯。“最好一年一次甚至半年一
次进行眼部检查，如果在检查时
发现异常，应该缩短随诊间隔。”

历下区人民医院医务科主
任姜丽香表示，根据历下区“光
明工程”的政策，对历下区户籍
的60周岁及以上居民，实施免费
糖尿病、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白
内障筛查，对筛查出的糖尿病视
网膜病变患者进行免费激光治
疗，对筛查出的白内障患者进行
免费手术治疗。低保户和残疾人
同样享受以上政策，且无年龄限
制。

不吃甜食也可能得糖尿病

多知道点儿

假假川川贝贝被被““揪揪””出出来来

本报记者 崔岩 林媛媛 许建立
实习生 乔政文 韩雪 李旭

为让大家更直接了解食品质
量，市食品药品检验所现场带来30
多种中药材样品，通过实物展示的
方式，回答社区居民关于中药的问
题。

“我前一段去旅游，途中买了川
贝回来，看着有些不对劲，但又不是
很确定，今天在这儿终于确定了，当
时买的是小平贝，不是川贝。”市民
王先生的父亲有些咳嗽，所以他经
常买些川贝等中药给老人。市食品
药品检验所主任药师宋希贵告诉
他，川贝是很好的传统中药，润肺止
咳，但有的不良商家却用一种名叫

“小平贝”的中药冒充川贝销售，利
用两者相似的特征，牟取暴利。

对于如何辨别真伪，市食品药
品检验所的工作人员热情地介绍
说，比如海马，购买时可以掂一掂重
量，真海马是比较轻的，因为它的肚
子是空心的，假海马则是用针管打
进胶，加大了本身的重量；假的红花
是加重、染色的，颜色不自然，很鲜
亮，真的红花是红黄分明的……

活动现场，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支
队也为大家展示了一些品质恶劣食
品的样品和毒胶囊，场面触目惊心。

漱玉平民大药房中药部职业中
药师吴艳华提醒消费者，市民可能
一时无法辨别药品的真伪，建议大
家一定要到正规的大药店和医院购
买。中药材如果人为掺假、以次充
好、用硫磺过度熏蒸，轻者影响疗
效，严重的甚至能加重病情，绝对不
能等闲视之。

买买保保健健品品认认准准““小小蓝蓝帽帽””

本报记者 崔岩 林媛媛 许建立
实习生 乔政文 韩雪 李旭

“当时他们说这东西能够
抗疲劳、抗衰老、增加免疫力、
降血压，有十几种好处呢，我自
己看了看成分，胡萝卜素、维生
素、氨基酸，都是好东西。但是
买回来又担心被骗，一直放着
没敢吃。”居民刘阿姨拿着自己
买来的“野刺梨”向食药监局的

工作人员询问。
市食药监局工作人员拿着

刘阿姨买回来的一盒“野刺梨”
看了一下，发现产品根本没有
生产许可标志，觉得老人可能
上当受骗了。“买东西一定得看
好有没有生产许可标志，不要
只看成分和作用。一些副作用
肯定不会写出来，而且一种食
品不可能治百病，老年人一定
得提高辨别意识。”

居 民 张 阿 姨 拿 出 一 大 包
“进口保健品”，称只有在北京、
上海才能买到，自己觉得很管
用。工作人员仔细观察后无奈
地说：“虽说管用，但产品没有

‘小蓝帽’，很难说合不合格，得
需要进一步检测。选择进口产
品时，一定要索要检测报告和
发票。保健品只能起辅助作用，
不会治病，很多人都过度依赖
保健品，这是错误的。”

快快检检车车前前市市民民排排长长队队

本报记者 崔岩 林媛媛 许建立
实习生 乔政文 韩雪 李旭

记者在市食药监局的快检
车上看到，车上配有各种检测
手提箱、操作台等。食品快检箱
里整齐地放置着各种快检卡、
快检剂、食品安全检测仪等设
备。

快检车打开检测窗口后，
很多早已准备好的市民就在车
前排起了长队。上午 9 时，附近
小区的居民朱炳章带着自家菜
田种的白菜、菠菜和萝卜，早早
来到快检车前排队等待检测。

“现在的农药很可怕，听说有的
喷洒一点儿三年都不长虫，我
就是想检测一下家里的菜能不
能放心吃。”朱炳章说。

原来，朱炳章在吃菜方面
是个细心人，他在高新区整了
半亩菜园，从来不用农药和化

肥，有了虫子就用镊子一点点
儿夹掉，用水一点点儿喷。“我
自己种菜 15 年，就是为了家人
吃到健康的蔬菜。去年我雇人
帮我打理菜园，不知道用没用
农药，今天得来测一测。”

在快检车上，食品药品稽
查支队工作人员拿出专业的试
剂为朱炳章检测蔬菜。几分钟
后，工作人员展示试剂反应纸，
蔬菜全部合格。得知蔬菜符合
安全食用标准，朱炳章悬着的
心放了下来，开心地告诉记者：

“这下放心了，一会儿回去洗洗
生拌，健康又好吃。这菜我还得
继续种。”

活动现场，居民纷纷反映，
现在很多食品吃着不放心，食
品安全是咱老百姓日常生活中
的大事，可不能马虎，希望食药
监局的快检车多往社区周边的
菜市场、饭店去检查，给大家营

造一个安全的食品环境。
快检车前，有些市民拿来

一些食品或保健品看能不能检
测一下成分，吃着是不是安全。
对此，市食品药品稽查支队工
作人员表示，目前快检车上的
设备和功能有限，不能现场分
析食品的具体成分，如需进一
步分析，要到专门的检测机构
进行，希望市民理解。同时，稽
查支队工作人员提醒大家，尽
量 少 选 择 反 季 节 的 蔬 菜 和 水
果，即使买来之后也一定要多
清洗。

据了解，这辆快检车运用
在食品检测第一线，通过对可
疑食品的取样调查，为执法人
员平时的检测工作提供技术支
撑，而且快检车为消费者提供
免费服务，方便社区居民的日
常检测，对市场食品安全起到
监测和预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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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食药监局的快检车上，工作人员正在为市民带来的蔬菜检测农药残留。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支队的民警正在给市民讲解如何辨别真假药
品。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食药监局的工作人员为市民答疑解惑。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历下区人民医院的医生为名士豪庭居民义诊。 本报见习记者 张九龙 摄

本报见习记者 张九龙 记者 肖龙凤 林媛媛 实习生 丁海奇 张艺夕

本报见习记者 张九龙 记者 肖龙凤 林媛媛 实习生 丁海奇 张艺夕

A

B

工作人员帮助市民辨别真假中草药。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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