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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也有保质期，老化了就会
‘放毒’。”昨日，国际食品包装协会秘
书长董金狮向本报记者表示，塑料容
器超期使用的现象较为普遍，这无疑
会增加一些塑料制品中致癌物“跑出”
并在人体内积累的风险。

■2013年 5月 14日 / 星期二 ■编辑：曹锋 版式：曹欢 校对：王升阳

—
国际食品包装协会专家昨向本报记者表示——

警示
塑料容器也有保质期

塑料制品也有保质期

超期使用可能会释放塑化剂及致癌物
品给记者看，无论是水杯还是脸盆，均 不坏就继续用，我们还真不知道它能 塑料制品的保质期在三至五年。

据了解，今年 3月份，香港消费
者委员会发布调查报告，近三成可微 现状
波炉加热的塑料饭盒会释放塑化剂。
塑料水杯用几年常见
“我们发现，使用时间越久的塑料
昨日，记者就此随机采访了 20
容器，其‘放毒’的风险就越大。”董金
狮表示，这也意味着，塑料容器制品有 多位市民，没有一位市民能说出塑料
一个保质期限，过期后就会老化。另 容器制品的保质期限。而在调查中，常
外，PET材质的塑料瓶中之前曾被曝 见的食品级塑料制品，用三四年甚至
—重金属锑，而 PET材 更久的情况较为普遍。
出含致癌物——
“只听说标注生产日期，保质期一
质目前是饮品中使用最多的包材。
“就算产品达标，超期使用易增加 直没听说过。”探访中，部分塑料制
锑对人体的潜在风险。”董金狮表示。 品的销售商家拿了几样产

没有保质期限。
用多久。”
随后，记者根据一款塑料水杯上 提醒
的联系方式，联系生产厂家，工作人员 频繁用建议两年一换
答复，目前国家只是要求标注材料、用
一个塑料制品的保质期限到底有
途、生产日期、注意事项等，并无保质
多久？董金狮表示，塑料制品的使用情
期一项。
在市区超市等购物场所，当记者 况和清洗方法不同，对塑料制品的“寿
咨询塑料制品能使用多长时间时，多 命”有一定的影响，尽管目前没有明文
数导购员给的答复是： 规定哪一种材质的塑料保质期限是多
“用坏了就换一个，用 少，但业界有一个大概的说法，大多数

“木僵”
女孩昨微笑出院
不少病友与好心人都来探望

昨天 ，记者在瘦西
湖湖西工地的隧道口
看见 ，几台挖掘机正在
忙碌 ， 隧道出口处 （ 盾
构机挖掘出口 ）已经开
始搭建钢架 。 瘦西湖隧
道采用单管双层的方
案 ，上下层各布置两条
车道 ，等到钢架搭建完
毕 ， 将开始浇筑混凝
土 。 张卓君 摄

16岁女孩因为抑郁变成“木 琴的木僵症状得以缓解。昨天下
僵”女孩一事，本报曾持续关注。 午，在许多热心病友和好心人的
通过悉心的治疗，抑郁女孩周正 探望下，小正琴终于可以出院了。

好心人探望送别

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公告——
— 高邮明清运河故道整治工程有新发现——
—

服“易善复”
饮酒伤肝
提醒：服药前需看清说明书

本报讯 （记者 夏超群 ）由于服用“易善复”
后饮酒容易造成肝损伤，5月 9日，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在网站发布公告，要求相关
生产企业对多烯磷脂酰胆碱胶囊说明书进行
修订，将注意事项第 3项由“使用本品时，必须
同时避免有害物质（如酒精等）的摄入，以预防
出现更严重的损害”，修订为“使用本品时，应
避免对肝脏有害物质（如酒精等）的摄入，以防
止有害物质对肝脏的损害”。
昨天，记者走访了市区的几家药店，发现
护肝药“易善复”属于购买率并不低的非处方
药。记者仔细看了该药品，20粒包装的价格为
49元 9角，其说明书中的标注仍属于旧版。
东方医院内科主任林雪介绍，
“易善复”是
商品名，其医学名为多烯磷脂酰胆碱胶囊，目
前已经是非处方药，是消化科的常用药，具有
保护肝细胞、加速体内脂肪分解、减少脂肪在
体内积聚等作用，常用于中毒性肝损伤、脂肪
肝等疾病的治疗。但如果服用后有饮酒行为，
的确会造成肝损伤，这主要是因为药物中的成
分会与乙醇作用。“类似这样服用后不能饮酒
的药物还有很多，比如替硝唑、头孢类等。提醒
患者在服用一些非处方药时，最好看清说明书
后再服用，如有疑惑最好咨询医生。”

稀奇！母鸡生下“太阳蛋”
本报讯 记者 孟俭 昨日中午，高邮一读者
）

报料称，车逻镇保丰村刘老汉家中的鸡竟下了一
枚“太阳蛋”，半个蛋壳凹凸不平，图案如放射光
芒的太阳。车逻农业服务中心一人员表示，可能
是鸡生蛋时受到外界刺激导致，不影响正常食
用。（请报料人下周四、五来领信息费 20元 ）

民国老石工重见天日
“民国二十三年华洋义赈会建”

昨天，小正琴在病房里靠在
护士长不断进出小正琴的
椅子上打点滴，这是她出院前的 病房，亲自为她的出院手续而忙
最后一瓶营养液。不断有好心人 碌着。几位熟识的护工也进来跟
前往探望小正琴，了解她最新的 小正琴道别。“小朱！”小正琴轻
状况。每当有人走进病房，小正 声叫着一个胖胖的护工，然后自
琴都会扬起笑脸喊一声“叔叔 己忍不住咧嘴笑起来。被叫做小
朱的护工也是平时跟小正琴“斗
好”“、阿姨好”。
“来，天热了，这个西瓜带回 嘴”最多的人，她有点不舍地说：
家吃吧！”隔壁病床的阿姨还把 “这么长时间，处出来感情了，但
一只西瓜放在了小正琴行李旁 看着她这样好起来，还是很开心
的。”
边。

回家需继续调理

本报讯 （ 通讯员 李国耀 记者 国二十年特大洪水高邮运河多处决

陶敏 ） 记者昨从高邮文物部门获悉， 口，其中城区段挡军楼、七公殿、御码
最近，高邮明清运河故道整治工程中 头、庙巷口等运河先后决堤，现发现
发现了保存完整的老石工遗存，上面 的石工应是当时七公殿决口修复后
还有“民国二十三年华洋义赈会建” 的产物。而华洋义赈会是一个以中外
字样。
合作为主旨的国际性救灾、防灾的非
高邮明清运河故道整治工程 4 政府组织，在这次运堤修复过程中，
月 26日开工。在清理镇国寺塔到万 该组织共募捐资金 36.28万元，帮助
家塘运河故道东堤的过程中，除发现 修复以挡军楼、七公殿为主的 6处决
解放后修复的石堤外，在位于二桥以 口。现高邮博物馆布置的《1931年特
北原七公殿转弯处，还发现一段 75 大洪水及运堤修复陈列》，以照片、文
米长，做工规整，勾缝精细，至今仍保 字再现了当年洪水发生时的悲惨场
存完整的老石工遗存，并在石堤中部 景及运堤修复的故事。据悉，这场洪
上方发现“民国二十三年华洋义赈会 灾共造成里下河 77000多人死亡，
建”的刻画文字。
1320万亩农田颗粒无收，房屋倒塌
据《高邮水利志》等文献记载：民 213万间，140多万人逃荒的悲剧。

看着小正琴自己偷着乐，一 孙女。”
旁的护工问她：“你在笑什么？” 苏北心理临床科杨扬医生
小正琴边笑边回答：“ 感觉自己 特意来嘱咐小正琴以后的用药：
好多了。开心！”
“这是一个月的药，每天要按时
姑妈周步云摸摸正琴的头： 吃，快吃完前再来医院开药。”
“她现在自己能吃一大碗稀饭， 杨扬表示：“ 她抑郁症的木
状态越来越好了。”当好心人问 僵症状已经缓解了，饮食、行动
小正琴回家谁来继续照顾她时， 等已经基本恢复正常，出院后继
周步云说：“ 她爸爸还要卧床三 续服药调理就可以了。”
通讯员 苏萱 记者 苏扬
个月，以后我白天就帮着照顾小
正琴，晚上再回家带带我孙子和 实习生 王诗韵

—
因低血糖，一女子在医院突晕倒——

夏季出门需防低血糖
严重者可导致植物人

昨天上午，一女子在苏北医
院看病期间，因低血糖，突然晕
倒在扶梯上。

低血糖女子在医院晕倒

老石工遗存上的字迹 。

高温天施工需注意防暑

本报讯 （ 通讯员 有宝 记者 赵 有玻璃的框内，随即跌落到地，不省
军 ）前天，邗江区公道镇的吴某在装 人事。所幸没有生命危险，但还是造

潢施工过程中不慎从半空跌落，造
成身体多处骨折。
前天下午 1时许，邗江区公道
镇 50岁的吴某正为一家院落进行
钢化玻璃封闭施工，一脚踩进了没

成身体多处骨折。
警方提醒，高温季节临近，人们
极易产生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为
此，室外施工一定要注意防暑和安
全，高空作业者更是马虎不得。

昨天，苏北医院护士向记者
报料称，上午 10点左右，一 30
多岁女患者在医院就诊期间，突
然晕倒在扶梯上。女子的突然晕
倒，吓坏了身边一帮人。医护人
员及时对女子进行了检查并施
救。
检查中发现，女子血糖偏
低，而恰是低血糖致使其突然晕
倒在扶梯上。医护人员为该女士
喂食两颗糖块，并挂了一瓶盐
水。随后，女子症状逐渐好转，并
离开医院。

流窜于宝应多个小区，1元硬币都不放过——
—
“

记者 孟俭

《女孩变“木头人”8天不动》后续

热火朝天
施工忙

（

董金狮建议，生活中的食品级塑
料制品，最好是两年一换，用了一段时
间后，要看其有没变色、变脆，内部有
没出现凹凸等，若有这样的情况，应及
时更换。
“塑料制品的包装，尤其是食品用
塑料制品的包装，亟待标注保质期
限。”董金狮表示，只有这样，才能减少
塑料“放毒”危及健康的风险。

太阳蛋 ”。 其定 孟俭 摄

江苏睿诚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睿诚贷款方便灵活
当时放款
睿诚风投
房产 、 汽车抵押 （ 已办按揭也可 ）

方式多样
助您成功

为好项目 、 好创意提供风险投资

扬州 82980000 江都 86868666
高邮 84686333 仪征 83582345

低血糖甚至可致植物人

“每年都会有不少，尤其是
夏季，特别多。”据苏北医院门诊
医生介绍，夏季气温较高，易出
汗，低血糖患者更多。而由于低
血糖症状和中暑相似，因此，常
有患者误报病情。
据苏北医院急诊科主治医
生谈定玉介绍，低血糖造成眩晕
后，就仿佛大脑缺氧一样，若持
续时间过长，就有可能造成脑组
织死亡，从而变成植物人。
谈定玉提醒，有糖尿病史的
患者，更要注意预防低血糖突
袭。尤其是晚上，家属发现异常
要及时为患者喂糖水等，情况严
重者要及时送诊。 记者 苏扬

盗窃竟是帮女友凑
“离婚费”
疯狂盗窃 40多起，共窃得 2万元

“给 10万、20万都不离婚。” 接连发生多起。
女友老公的话，让宝应男子石某误
民警对多起案件进行并案侦
以为 10万元可以买女友的“自由 查。2月 25日，民警在当地一家网
身”。于是，他在宝应多个小区疯狂 吧抓获石某。石某承认，他先后入
盗窃 40多起，窃得财物共计两万 室作案 40起，其中 11起颗粒无
元，全部上缴女友。昨天，记者从宝 收。作案时，他专挑门窗没关好的
应检察院获悉，因涉嫌盗窃罪，石 居民家下手，从不戴手套，作案工
某已被批准逮捕。
具等就在案发现场就地取材，入室
后，主要盗窃现金，连 1元硬币都
破案
一男连续入室盗窃 40起 会偷走。
归案后，石某说，他入室盗窃
2月 20日上午 10点左右，宝 是为了给女友筹措“离婚费”。
应一老鸭汤店老板报警称，店内
5000元现金被窃。这类入室盗窃 隐情
案，自 2012年 11月以来，在宝应 偷是给女友筹“离婚费”

石某的女友姓杨，是高邮一家 要钱，于是爽快地保证，
“不就是 10
足疗店的服务员。2012年下半年， 万元吗？我马上给你钱离婚！”
石某经常到这家足疗店请杨某做
此后，石某陆续给杨某送钱。但
脚，两人熟络起来。石某对杨某心 令杨某赶到疑惑的是，石某给的钱
生爱慕，展开追求。
大多是零钱。案发前一天晚上，石某
当时，杨某的丈夫经常为琐事 拎着一个重约 10斤的袋子交给杨
对她拳打脚踢，但考虑到女儿尚年 某，杨某打开一看，里面全是硬币。
幼，杨某没有同意和石某交往。但 石某解释，
“是我跟我妈换的零钱。”
石某的痴情打动了杨某。于是，杨 但这一怪异行为引起了杨某的警
某回家找丈夫谈离婚的事。杨某丈 觉，她没收下钱，双方不欢而散。
夫一听，立即反对：“你死了这条心
经查，去年 11月至案发，石某
吧！就算是给我 10万、20万，我都 共盗窃财物 2万余元，所窃现金全
不会同意离婚的。”
交给了杨某。直到案发后，杨某才知
随后，杨某把丈夫的话复述给 道，石某给她的“离婚费”竟是赃款。
了石某。石某以为杨某的丈夫是想 通讯员 王溧波 杨真 记者 刘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