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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周边走访：
问题辣条
虽无 ，
“三无”玩具仍在

■亲子宝典

春游宝宝晕车怎么办
文 / 肖兰兰
（湖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
有时候外出游玩，孩子很可能晕
车。人在睡眠不足的疲倦状态下对外
的适应性差，也容易晕车。因此，父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章清清

一直以来，各种各样的辣条、小食品都是孩子们青睐的零嘴，那么这些辣条
是否符合食品安全要求、“五毛食品”还卖给孩子们吗……近日，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省教育厅、省卫生健康委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学校校园及周边食品、儿
童 和
学生用品安全“护苗”行动的通报》（以下简称“通报”），决定自 4
月 2 日起至 10 月，在全省开展校园及周边食品、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护
苗”行动。今年央视“3·15”晚会报道的“辣条”食品，食品安全
环境卫生全链条都是成为此次整治行动的重点。
4 月 7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走访长沙城区部分小学及周边发现，问题辣条、
五毛食品及危险玩具用品都已不见踪影，但一些三无类的儿童玩具仍有售。

母最 好提前几天与孩子谈 好外出的
计划，乘车前夜避免谈说过多，尽量

使孩子安然入睡。乘车前一个小时，

给孩子服用晕车片一类的药物。此外，
在乘车前半小时给孩子含一块生姜或
一小撮茶叶，在肚脐处贴伤湿膏也有
一定效果。还要记住乘车前不能给孩
子吃得太饱，不能吃得太油腻，也不
能空腹，最好适当吃些清淡食物，如
稀饭、素菜之类。乘车时，让孩子靠
前坐，但也不要离驾驶座太近。

现场：
问题辣条难觅踪影

“老板，有辣条卖吗？”
“有，喜欢什么口味的自己
选。”
4 月 7 日， 记 者接 连 走 访
了长沙中南小学、松雅湖小学、
盼盼二小、星沙中学等校园周边，
发现无论走进校园周边的任何一个
小超市，辣条永远都是摆在最显眼
位置的食品。
“ 辣条、 方便 面， 是 小朋友 最
喜欢吃的食品啦。”松雅湖小学一
超市老板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现在小学生下午一般 3 点多就放学
了， 到 家 6 点 多才 有饭 吃， 所以，
孩子们下午一放学都会在小卖部
买点零食充饥，口味重的
零食最受欢迎。
不 过， 在 今 年 央
视 315
晚会上曝光的问题辣
条
“虾扯蛋”，以及被曝
光的湖南岳阳平江两家问
题 辣条 企 业 生 产的 辣条产
品，记者在几个超市均没有发
现。
记者随后在 4 所学校附近
的小卖部共购买了 5 袋不同品牌的
“辣条”，价格最高 6 块，最便宜的
一块钱，通过观察发现，这些“辣
条”外包装上都有厂名厂址、食品
生产许可证号、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联系电话等，从外包装上看，不属
于“三无”食品。在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网站上也都查询到了这 5 款
“辣
条”生产企 业的食品生产 许可证
（SC）。
记者同时也发现，以往在这些
小卖部里最常见到的“5 毛”廉价
食品，现在已无迹可寻。虽然依然
有小包装的零食出售，但均包装正
规有厂名地址生产许可证等明确信
息。
中南小学校门口一食品店老板
和记者攀谈中道出了其中缘由 ：
“现
在抓得紧都不敢卖那些食品啦，如
果被抓到要被罚几万，划不来！还
有，现在的孩子口味也刁，父母给
的零花钱也多，那种廉价食品也卖
不动，所以，现在那种五毛食品基
本进不到货了。”

危险玩具已下架，
三无小玩具还在售
记者随后还走访了校园周边的
多个文具玩具店，曾被媒体报
道过的危险玩具像
“牙签弩”
“磁
铁笔”等均不见踪影，但仍有
不少三无类的小玩具有售。
记者甚至看到有个简单塑料包
装的玩具上，写着“一元可中百元大
奖”，明显带有博彩性质。记者向玩具
店提出疑问，老板慌忙解释：
“那是假的，
厂家弄出来骗小孩玩的。”
在一些店内，记者还看到不少包装上
看不到生产厂家地址等信息的各种塑料廉
价玩具枪，店主表示，自监管部门到店内
检查后，很多可能对孩子造成伤害的刀枪
玩具已经下架了，
“现在这些大大小小的玩
具枪填充的都是软弹或水弹，不容易对人
体造成伤害”
。
不过，记者在该店还是发现可发射
塑料子弹的玩具枪。对此，店主表示他
不太清楚这种玩具枪是否涉危，如果监
管部门不允许售卖，他会立即下架。

治理：
儿童节前将开展玩具专项执法
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监处负责人
杜学军表示，随着机构改革，新成立的湖
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整合承担了原省工商
行政管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的职责，所以与
湖南近年开展的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
动不同的是，此次“食品安全护苗行动”
拓展了整治范围，将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
也纳入了此次护苗行动的范畴。对于记者
目前反馈的情况，杜学军表示，目前文
件刚刚下发，各部门还在部署阶
段，根据通报要求，三部门还
将对校园周边商超等经营领
域进行专项治理。对发现的
“三无”产品和标签标识不符
合国家标准要求的产品，责令经
营者立即下架、停止销售；对发现
的危险玩具、属于 CCC 认证目录但
未认证的产品、假冒伪劣产品，及
时查封、扣押，并没收和全部销毁存在
严重质量安全隐患的假冒伪劣产品。在
开学前后和中考、高考等重要考试前期，
集中开展学生文具的监督检查和专项执
法 ；在“六一”儿童节前期，集中开展
儿童玩具的监督检查和专项执法。

剃光头能防痱子吗

行动 >>
发现问题可拨打 12315 投诉

01
排查整治的重点
此次排查整治重点包括无证经
营，超范围经营，售卖“三无”食
品，售卖过期、变质食品，售卖高盐、
高糖、高脂食品以及其他安全隐患。

02
排查整治的目标
设定具体目标：学校食物中毒
事件发生率控制在万分之二以内，
并比 2018 年有所下降；学校“明
厨亮灶”覆盖率不低于 70%；2019
年第四季度，儿童和学生用品监督
抽查不合格发现率减少至12%以内，
不合格产品得到及时处置；0 岁至
14 岁儿童在总伤害案例中的占比比
上年度减少 2 个百分点以上等。

文 / 陈爱冬
（湖南省儿童医院普外二科）

夏 天 总能 看 到 很 多“ 小 和尚”，
长辈们还一边摸着小光头一边说，夏
天就是要这样子才凉快，还可以防痱
子。但其实这种做法不可取。头发是
孩子的天然保护伞，夏天剃光头并不
能起到降温的效果。没有了头发的保
护，宝宝就失去了遮阳挡物的天然屏
障，意外伤害、蚊虫叮咬都在头皮上

聚集，使得感染机会大大增加。此外，
因为是光头，皮肤吸收的热量反而会
增加，头上汗水也会迅速流失掉，起
不到通过汗液蒸发散热的作用，更何
况光头的宝宝头部很容易被强光晒成
日光性皮炎。

宝宝吃牛肉过敏怎么办
文 / 宁玲丹（湖南省儿童医院皮
肤科）有的宝宝在吃牛肉后，容易发生
过敏现象，甚至导致全身出现红疹。宝
宝肠胃功能不完善，建议增添新食物
时，本着从少到多的原则，先观察有无

03
排查整治的内容
该 项 整治 将重 点检 查 校 园
及周边食品经营者是否经营央视
“3·15”晚会报道的“辣条”食品；
经营的“辣条”食品产品名称和包
装是否符合要求，是否存在虚假
宣传。

过敏反应。虽然牛肉营养丰富，但是家

长应该控制好宝宝每日的摄入量；另外，
注重饮食均衡，不要让孩子挑食。一般

来说，孩子喜欢吃的东西，由于吃得多，
就不容易引起过敏，那些孩子不喜欢吃
的东西，平时都不怎么吃，就有可能在
偶尔吃到的时候引起过敏。所以，一定

要给孩子吃各种食物，补充足够的营养，
不要让孩子偏食。

大蒜可以止鼻血？
文 / 罗欣友
（湖南省儿童医院耳鼻喉科）
流鼻血与肺和肝等部位有很大的
关系，一般是由肺热、胃热、肝火旺
盛等引起的，体内气血上逆，血就会
从鼻孔溢出。大蒜对鼻血有一定的抑
止作用，但只限于体内虚弱、寒气入
侵过多情况下的流鼻血。而对于体内
热气过旺的流鼻血，抹大蒜反而会帮

儿童玩具生产经营情况整治
将重点检查塑胶玩具、金属玩具、
弹射玩具、娃 娃玩具、电玩具、
童车等 6 类列入 CCC 认证目录的
产品，是否存在未经认证擅自出
厂、销售的情况，是否存在伪造、
冒用、买卖 CCC 证书的现象等。

倒忙。因为大蒜属性温阳，热气过旺
的人抹大蒜可能会加重症状。鼻子出

血时，还可用卫生棉球将鼻孔堵住，

头部后仰，
以便抑制流血。因“上火”

流鼻血的患者应注意少喝酒，多喝
降火茶，多吃绿豆、田螺、苦瓜等
清热降火的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