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鱼油市场假冒伪劣产品泛滥， 消费者如何

分辨呢？ 中国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专家阮

光锋表示，鱼油胶囊属于保健食品，外包装须有

保健食品蓝帽子标志。 鱼油胶囊必须标注 EPA

和DHA含量和保质期等相关信息。

内容物刺破后为浅黄色至红棕色的透明油

状液体，色泽清纯，不含杂质；胶皮为浅黄色或

红棕色， 有明亮光泽，70至 80℃的温开水就能

溶解胶囊皮。 优质的鱼油软胶囊入口咬破后应

有淡淡的鱼腥味， 如无鱼腥味则为假冒伪劣产

品。 若将高品质鱼油和普通鱼油同时放入冰箱

30分钟以上， 普通鱼油在零摄氏度以下将凝固

结冰，而高品质鱼油具有良好的流动性。

（据《京华时报》）

近日， 烟台市栖霞观里镇大山

口村徐先生家的一头母猪产下 11

头猪崽儿， 但是徐先生一家人却怎

么也高兴不起来。 这些小猪刚一出

生就被发现大部分都是畸形， 没腿

的，三条腿的，还有一个生出来就是

死胎。 一家人百思不得其解，这已是

这头母猪第三次产崽了， 中间也没

给它用过药物，怎么就这样了呢？

“算上原先那个死胎， 总共产

了 11 只小猪崽儿， 只有 1 只是正

常的。 ”7 月 11 日上午，有着十多

年养殖经验的徐先生告诉记者，这

是他们家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

他认为这次悲剧跟猪饲料有关，便

联系当地饲料经销商，经销商带着

徐先生家 3 头小猪去青岛农业大

学做化验，结果显示，这些畸形猪

本身是没有传染病的，具体原因也

不清楚。

11 日， 当地经销商已将徐先

生家的情况汇报给了饲料生产企

业，厂家专业技术人员当日赴栖霞

参与调查。厂家方面表示会对这次

同一批次的产品进行检测。

栖霞畜牧专家林先生表示，可

能与饲料的关系不太大，因为这家

饲料不光徐先生一家的猪食用，如

果饲料有问题，可能会出现大面积

产畸形猪的情况。

（据《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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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息

如今， 越来越多的市民会购买冲锋衣用于

跋山涉水， 优秀的防水性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

因。 不过记者 7月 10日从上海市市消保委获

悉， 试验发现冲锋衣的防水性能会随着洗涤次

数的增加逐渐变差，甚至完全失效，对此无一厂

商作出明示。

近期， 该市消保委从市场上购买了部分品

牌的 40件冲锋衣样品， 价格从 499元至 3698

元不等。 在未经洗涤前，有 37件样品具有优异

的抗沾湿性能，1件样品具有抗沾湿性能，2 件

样品抗沾湿性能差，具有抗沾湿性能的样品，占

总样品数的 95%。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几乎所有

的样品在经过洗涤后， 防水性能均出现了不同

程度的下降，其中不乏哥伦比亚、北面、阿迪达

斯等国际知名品牌。

记者注意到，经 5次洗涤后，有 25件样品

保持了较好的抗沾湿性能或具有抗沾湿性能，9

件样品抗沾湿性能变差， 更有 6件样品不具有

抗沾湿性能。经 10次洗涤后，只有 16件样品仍

保持很好的抗沾湿性能或具有抗沾湿性能，14

件样品变得抗沾湿性能差或较差，10件样品不

再具有抗沾湿性能。

该市消保委指出， 目前市场上大多数冲锋

衣产品的防水性能都来自于面料表面的涂层，

随着洗涤次数的增加， 涂层可能逐渐脱落或消

解，影响其防水性能。 企业应当在产品标签上向

消费者作出提示或说明， 以保障消费者的知情

权和选择权。 40件样品均未标注相关提示或说

明信息，该问题须引起相关部门重视。

（据新民网消息）

部分冲锋衣防水性能越洗越差

厂商无一明示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食药监总

局)7 月 9 日发布信息， 提示消费者不要购买

无中文标识标签的进口“肯迪醒”饮料。

据了解，近期，我国主流电商平台上多家

店铺销售一种标称为韩国 cj 公司生产的“肯

迪醒”饮料，多数产品没有中文标识标签和说

明书，或自行加贴未经审批的中文标签，同时

夸大宣称具有解酒提神、缓解头痛等功效。

根据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定，进口食品

应当有中文标签、中文说明书，载明食品的原

产地以及境内代理商的名称、 地址、 联系方

式。 这些产品未经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审批，

来源不清，可能属于假冒产品，存在较大安全

隐患。

在此，食药监总局提醒广大消费者：不要

购买或使用此类食品，以免上当受骗，给身体

健康和财产造成损失。 如发现销售类似产品

的行为， 请立即向当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投

诉举报，执法机关将及时开展调查，严厉打击

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

（据新华网消息）

爸爸喝醉酒，竟然忘了儿子，留

下 8 岁男童独自在街边淋雨。 幸亏

呼兰巡逻辅警大队一中队辅警发现

了被雨水淋湿的 8 岁走失儿童楠楠

(化名)，让孩子顺利回到母亲身边。

7 月 13 日 21 时许， 哈尔滨市

呼兰巡逻辅警大队一中队辅警王云

飞、 纪伟龙巡逻至东直路与南二道

街交叉口时， 发现一个男童蜷缩在

一家商店门前，全身被雨水打湿，在

寒风中瑟瑟发抖。上前询问时得知，

男童名叫楠楠，8 岁，呼兰区长岭镇

人。 当晚，他与父亲陈鑫(化名)在呼

兰区二道街一家饭店吃饭， 其吃饱

后便独自在饭店门前玩水。19 时 30

分许，楠楠返回饭店寻找父亲，却被

服务员告知父亲和朋友刚刚已经离

开。 楠楠只好顺着父亲离开的方向

追寻，走到东直路附近时，身上的衣

物已经被雨水完全打湿， 又冷又累

的他只能在街边避雨。 辅警得知情

况后，立即帮忙寻找家属。

21 时 30 分许， 楠楠的母亲接

到巡逻辅警大队的电话后赶到大队

驻地。见到已经换上干爽衣物，正在

喝热水的儿子， 她不禁将其紧紧地

抱在怀里，母子二人失声痛哭，身后

一身酒气的陈鑫满脸尴尬地站在那

里不知所措。随后，一家人都是热泪

盈眶， 心里面装得满满的都是对辅

警的感谢。

（据《生活报》）

今年 43 岁的刘玉涛原本拥有

着平凡幸福的生活，然而，突如其来

的癌症，侵蚀了她和家人的幸福，一

次次化疗以及治疗费用让这个小康

之家一下子欠下了巨债。病魔无情，

邻里有爱。 为了帮助刘玉涛一家渡

过难关， 其所在的小区———广东省

中山市尚城花园，在物管的牵头下，

许多居民纷纷伸出援手， 捐出善款

帮扶刘玉涛。 截至 7 月 14 日下午，

小区共筹得善款 24500 元。

2013 年 5 月，刘玉涛感觉身体

异样， 到医院检查后确诊患上了卵

巢癌。之后做了两次手术六次化疗，

2014 年 4 月癌症复发，医生说这一

次治疗费用大概要 30 万元。而她去

年的治疗已经花光了积蓄， 并且欠

了 12 万元的债务。

刘玉涛有一个 6 岁的儿子，在

谈及自己病情的时候， 坚强的她一

直很乐观。 但提到自己的儿子，她

眼眶的泪水不由自主流出来， 声音

也哽咽起来。

目前， 刘玉涛正在广州南方医

院接受治疗。据了解，癌症的治疗费

用相当高， 且很多费用医保是不能

报销的。由于要照顾留院的妻子，其

丈夫陈小新无法工作， 家庭也没有

收入，整个家都受贫困威胁。

得悉他们家情况后， 部分业主

马上慷慨解囊， 献出爱心。 如一街

10 幢的陈先生和二街 1 幢的肖先

生夫妇分别捐了 1000 元，此外还有

许多业主伸出援助之手。据悉，在物

管发动整个小区进行募捐前， 已筹

得 11500 元善款。

当刘玉涛的情况传至物管后，

物管方面立即展开行动， 除了捐出

2000 元善款外， 还印刷筹款宣传

单，在宣传栏粘贴募捐告示，向业主

讲述病者情况……尽可能地采取各

种方式为他们筹集善款。

在 7 月 1 日该小区开展的“感

恩业主千人盆菜宴”晚会上，物管方

面特意安排了动员业主募捐的环节

， 让更多的业主知道刘玉涛的情况，

献出爱心帮其渡过难关。 现场，业主

们在捐款箱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将

一份份爱心投入到箱内。 截止到 14

日下午，加上之前的款项，小区共筹

得 24500元善款。

（据《南方日报》）

女子患癌无钱治欠下 12万元债务 邻里排队捐善款

7 月 9 日， 三只大猩猩溜出美

国科摩动物园，其中两只在 20 分钟

后回到公园，第三只则在失踪 50 分

钟后被找回。

猩猩从室内栖息地幕后一扇不

牢固的门中逃出。 动物园管理员称

他们发现第三只猩猩时， 它正在玩

玩具。“我们只能等着它自己走进室

内，然后再把它们关起来。 ”艾莉森

说道。

科摩公园位于美国明尼苏里达

州圣保罗市，事件发生后，科摩动物

园处于高度戒备。与此同时，游客被

告知猩猩失踪，不能参观，但是可以

在特定区域内等待猩猩们回来。

科摩动物园于当日上午 9 点

50 分发布三只大猩猩溜出动物园

的消息， 声称它们之前一直好好地

呆在室内。根据动物园的陈述，事件

发生后并没有人受伤。

（据环球网消息）

日前， 美国第 30 届“海底音

乐节” 在佛罗里达州的凯斯国家海

洋保护区举行， 来自全美近 500 名

潜水爱好者参加了这场水下音乐盛

会。

据悉， 此次水下演奏的曲目包

括披头士的 《章鱼的花园》、 迪斯

尼影片 《小美人鱼》 和电视剧

《Flipper》 中的主题曲。 演奏者们

以珊瑚礁为舞台， 将在海底进行 4

小时的表演。

除了拥有精彩的演出和完美的

潜水体验， 音乐节创始人之一比

尔·贝克说： “我们希望可以借此

使潜水者们意识到他们对珊瑚礁造

成的影响， 并减少这种影响。 这

样， 珊瑚礁才能长久地存在下去。”

（据环球网消息）

父亲喝醉酒将儿子忘街边

幸遇辅警联系上妈妈

村民家养母猪产下 11头畸形猪仔

美国一家动物园 3只大猩猩出逃后被抓回

美举办“海底音乐节”吸引 500名潜水者水下奏乐

食药监总局提示勿购买

无中文标识肯迪醒饮料

如何分辨鱼油质量优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