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你选购放心月饼
对于广大消费者而

言，如何判断月饼质量的
优劣，如何购买到放心月
饼，是关系到身体健康(健
康食品 )的问题。买月饼
前，消费者一定要做到
“望闻问尝”可以确保购
买优质月饼。

首先是望，看产品的
标签及标志。首先查看是
否标明生产厂家的名称、
地址。还要细看生产日
期、保质期，另外还要看
是否标明产品执行标准、
净含量等。在选购月饼
时，无论是购买盒装月
饼，还是散装月饼，建议
消费者去正规商场、超市
或者厂家购买。

要看月饼表皮的成
色，好的月饼表皮呈金黄
色，表皮因为有返油效
果，应该是半透明状，有
油 ( 油 食 品 ) 光 亮 泽 的 感
觉。表皮硬实不露馅、不
变形，而且表面花纹、字
迹清晰。

掰开月饼看馅料，馅
料应该是细腻、紧密，肉
眼看不到任何杂质。如果
是蛋黄莲蓉馅，则蛋黄应
完整，与馅料接触的界面
应较清晰，蛋黄呈大红或
金黄色。其次是闻，优质
月饼本身没有异味或油脂
酸败味。馅料应该有本身
所特有的香味，如莲籽、
红豆沙等。如果是蛋黄莲
蓉月饼，则应有蛋黄特有
的香气。

质量好的月饼外形应
完整丰满、表面可略鼓，
边角分明，不凹底、不收
缩，不露馅，不破裂。在

购买月饼时，不要过度追
求产品的新鲜度，不要以
为离生产日期越近就越
好，甚至希望是当天生产
的，像广式月饼等品种，
刚刚生产出来的偏硬，所
以一般都应该有一个“返
油期”才会更好吃。

最后是尝，优质月饼
的馅料大多口感细腻，入
口爽滑，而且馅料重，口
味浓郁、突出，没有哈喇
味或异味。关女士认为，
如果按照以上的标准，应
该能购买到放心的中秋月
饼，享受合家幸福的欢乐
时刻。

挑完了月饼本身，您
还要挑包装。月饼含有丰
富的营养和蛋白质，在与
空气接触后，极易滋生微
生物。因此，如果消费者
在打开月饼盒时，发现里
面的月饼没有独立的密封
包装袋，就要谨慎食用
了。此外，现在的月饼包
装通常都会使用干燥剂，
您在挑选月饼时一定要注
意，干燥剂必须与月饼隔
离。有些不正规的厂家直
接把月饼与干燥剂放在一
起，这样很容易使月饼接
触到干燥剂里的化学物质
而受到污染。

对于普通消费者来
说，一块月饼经过上述检
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基
本上就可以放心购买了。
但如果是团购，最好还是
到月饼生产厂家去走走看
看，了解其生产过程，因为
一块月饼从它的诞生到储
存再到出售每一个环节都
会影响到它的品质。

灶资 讯

“我看到报纸上医生拒收红
包的报道，以为这样的好医生只
是极个别的，没想到自己也遇到
了。”近日，在济宁协和医院住院
的田女士称，她送给主治医生牛
燕的千元红包，被医生交到了她
的住院费里。

原来，田女士住院后被诊断
为子宫肌瘤。主治医生牛燕告诉
她，必须尽快手术。在住院等待手
术的过程中，田女士想到现在流
行给医生送红包，便开始考虑送
多少合适。手术前一天，田女士嘱
咐家人取出1千元现金，装在信封
里悄悄塞给了牛燕。“患者心理压
力本来就很大，如果我当场拒绝，
她肯定会胡思乱想，以为自己的
手术很危险。”牛燕不动声色地接
过沉甸甸的红包。从病房出来后，
她就把红包转交给护士长，拜托
她帮忙退到田女士的住院账户
里。牛燕主任告诉笔者，医生收红

包，这是个异常敏感的话题，“有
些患者非得要给，不拿着他们就
认为你对手术没有信心，那种焦
虑一眼就看得出来。所以，退病人
红包得讲个技巧。”9月10日下午，
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术后田女
士正在得意自己的红包送对了，
却接到了护士递给她的交费收
据：自己的住院账户上多出了一
千元。明白过来后，田女士感慨万
千。

念念不忘自己“住院亲历”的
刘女士深有感触地告诉笔者，现
在社会上仍存在着“不送‘红包’
医生就不会好好开刀”的误解，每
当听到此类议论，心里就会感到
难以平静。我想为医生说句公道
话：大多数医生都是很看重职业
道德的，送不送“红包”都一样。同
时，我也真诚地希望医务界更多
的医生能像牛燕主任那样，用实
际行动消除病人的误解。(李从伟)

千元红包被退回病人账户

云南地震已过去好几天，人们依然沉浸在失去家园和亲人的痛苦之中，记得在一起采访

过程中，一个小女孩说道“如果永远住在帐篷里多好，这样就不会遭受到地震带来的伤

害”，多么质朴的声音，然而这只是一种愿望，而我们依旧得面对现实的世界，地震为什么

给我们带来如此具大的灾难呢，我们在探索，不断在寻找问题的根源，居住安全依然带我们

极大的困惑。

地震过后一组组数据变成了我

们沉重的记忆，当我们再次回首遥

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地震灾害时，

我们不禁对地震这样一个名词感到

恐慌，到底地震是怎样破坏我们的

房屋呢？

为此我们访谈了地震学专家。

专家告诉我们地震就是地球表

层的快速振动，在古代又称为地动。

它就象刮风、下雨、闪电、山崩、火山

爆发一样，是地球上经常发生的一

种自然现象。它发源于地下的某一

点，该点称为震源。从震源垂直向上

到地表的地方叫震中，从震中到震

源的距离叫震源深度。震源深度小

于70公里的地震为浅源地震，在70-

300公里之间的地震为中源地震，超

过300公里的地震为深源地震。振动

从震源传出，在地球中传播。大地振

动是地震最直观、最普遍的表现，同

时地震也是极其频繁的，全球每年

发生地震约500万次。

地球的结构就象鸡蛋，可分为

三层。中心层是“蛋黄”也就是我们

所说的地核；中间是“蛋清”即地幔；

外层是“蛋壳”即地壳。地震一般发

生在地壳之中，地球在不停地自转

和公转，同时地壳内部也在不停地

变化。由此而产生力的作用，使地壳

岩层变形、断裂、错动，于是便发生

地震。

房屋的倒塌是由于在发生地震

时产生的地震波在短时间内强烈冲

击的结果。地震波的冲击使房屋产

生复杂的振动，当超出房屋的抗震

能力时，房屋便产生破坏。地震波冲

击有垂直和水平两个方面的力，也

就是我们常说的纵波和横波。房屋

建设在地面上，当发生地震时，大地

在晃动，而由于惯性，房屋静止不

动，从而大地和建筑接触点产生强

大的剪切力使墙产生纵向裂缝和倒

塌，同时屋顶做水平移动。垂直冲击

是上下颤动，纵波使屋顶与墙壁，地

基与墙根产生横向裂缝。当地震波

威力超过房屋抗震烈度时房屋就会

发生倒塌。

我们人类对地震孕育发生的原

理、规律有所认识，但还没有完全认

识；我们能够对某些类型的地震作

出一定程序的预报，但还不能预报

所有的地震；我们作出的较大时间

尺度的中长期预报已有一定的可信

度，但短临预报的成功率还相对较

低。完全的将地震的伤害与人们生

活分隔开来，可能性不太大，我们只

能寻求预防性的探索和震后的及时

补救，想象中的完美生活也不太可

能存在，只能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由

此来看房屋安全依然是保障生命的

主要载体。

自然灾害从来就是人类发展的

伴随物，但我们不应该白白经历灾

难，应该在灾难中学会生存之道，未

来房屋居住安全之路有多远？我们

只能在想象中期待。

本刊 综合

4个月左右的宝宝流口水
是很正常的，这是因为宝宝
此时唾液腺的发育和功能逐
步完善，口中分娩唾液比较
多就流出来了，宝宝并不会
咽唾液，所以口水多的时候
就吐出来了。那么宝宝经常
流口水如何护护理呢？

口腔护理与卫生

宝宝一般在半岁左右就
长出第一颗牙了，这时就要
为他做好口腔的清洁卫生。
家长可以买那种套在指头上
的牙刷，材质是硅胶的，轻
轻按摩宝宝的牙床；或是用
干净的纱布，缠在妈妈的手
指上，帮宝宝擦擦牙床和。
乳乳牙也可以在宝宝吃完东
西后，迅速给他喝点水。
Baby的皮肤娇嫩，容易受到损
害，如果一直有水卡在下巴、脸
部，又没有擦干以保持干燥的
话，容易出湿疹。所以，家长看
到宝宝流口水，要尽量用卫生
纸轻轻按干，千万不可一直揉
搓，以免破皮。

宝宝并不会咽口水，口
水会积存在喉部，所以经常
可以听到喉咙处发出“咕
噜、咕噜”或“呼哧、呼
哧”的“痰”声，仰卧躺着
时或者在小儿体位发生变化
时，这种声音可能加重，有
时还会伴有一声半声的呛
咳，尤其在小儿醒着手脚用

力乱动时，这种“痰”声和
呛咳声更为明显。

这些都是正常现象，随
着小儿年龄的增长，逐步学
会主动吞咽口水后，这种现
象就会慢慢好转或消失。但
每个小儿好转或消失的时间
都不一样，早的在8-9个月就
消失了，迟的到2岁左右可能
还流着口水。

宝宝小手的卫生处理

在此阶段，宝宝有吮吸
手指的习惯，这非常让父母
们头疼。因为在很多大人看
来，宝宝吸吮手指很不卫
生，所以有些父母甚至会在
宝宝的手指头上涂抹辣椒酱
或其他有异味的食品，来刺
激强迫宝宝不再吮吸手指，
其实这种做法很不对。因
为，宝宝吸吮手指可促使宝
宝手眼协调行动，随着宝宝
的成熟，自然会停止吃手。所
以大人可以配合宝宝吸吮手
指，只要保持宝宝手指的清洁，
注意经常给他洗净小手，并
且注意经常为他修剪指甲。

如果宝宝将不干净或危
险的东西放到嘴里了，成人
应立即制止，用严肃口气对
孩子说：“不行”，并将放
入口的物品取走。小儿会从
成人的行为、表情和语调
中，逐渐理解什么可进食，
什么不可以放入口中。

宝宝经常流口水如何护理

悦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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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转眼，2012年已经进入了金
秋时节，9月1日，奇瑞启动了“秋
高气爽 护心揽景”关怀活动，正
式拉开了“秋季护航”的帷幕。四
季轮回，奇瑞从不间断“快·乐体
验”服务活动，已为全国百万奇瑞
用户奉献了多年高品质服务。此
次秋季关爱活动更贴心考虑到车
主秋季出游便利，安排了免费检
测、景区推广等活动，还将推出线
上线下的优惠抽奖活动回馈车
主，成为“用心为你”服务内涵的
具体表现。

秋高气爽，很多车主朋友都
会选择出门自驾游放松身心。为

了更好地确保车主们上路的安全
与顺利，9月1日起，在全国700
余家服务站将对进站车辆开展发
动机、冷却系统等免费检测活
动，通过检测及时处理故障隐
患，解决车主的后顾之忧。车主
们可以致电服务站预约进行检测
等相关活动，奇瑞也将根据客户
的使用情况和行驶里程，为车主
提供合理的保养和使用建议，从
而使车辆在安全性和舒适性等方
面得到保障。同时活动期间秋季
常用的20款备件都可享受最低8
折的优惠，让利回馈广大奇瑞车
主。(孙涛)

秋风迎“瑞” 奇瑞关爱丰收季

“新一代轩逸的价格真是温
暖人心！”近日，一名网友在微博
中发出如此感慨。看似诙谐、调侃
的语句却道出了最真的事实。

11.9万元-16.9万元的价格发
布后，新一代轩逸在温暖人心的
同时，也温暖了车市，销售异常
火爆。与上市同时启动的营销活
动，使新一代轩逸“越级款待”
的情感诉求触动了千万消费者。
产品、价格和活动的“三重
门”，让新一代轩逸“暖定价”
策略浮出水面。新一代轩逸是全

新换代的重磅车型，东风日产并
没有因这一原因，制定过高的溢
价，反而表现出十足的诚意，制
定的价格一步到位，甚至超出了
中级车的价格“底线”，直逼紧
凑型车的定价。

新一代轩逸和轩逸·经典每
款车型的价格，相比竞品都有几
千元甚至过万的价差。一汽丰田
卡罗拉售价12.38万-19.98万元，
东风本田新思域价格为13.18万-
26.98万元，一汽大众新速腾的价
格达到13.18万-18.58万元。(孙涛)

新一代轩逸“暖定价”策略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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