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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玲玲

一个辣椒六两重，你见过吗？
在长沙王公塘社区菜市场卖了五六

年菜的邓阿姨说， 她还是头一次见到，
“现在的辣椒个头是越来越大，真不知道
是怎么长成的。”

事实上，不只是辣椒，记者这两天走
访市场发现，土豆、西红柿等蔬菜的个头
都在变大。

四五个辣椒就有一斤重
3月28日下午，记者来到长沙王公塘

社区菜市场，在10元/公斤的红辣椒堆里
捡了三个，拿给摊主邓阿姨称，问道：“这
恐怕要2元钱吧？”

邓阿姨看了一眼记者手中的红辣
椒，笑着摇头：“那绝对不止。”放在称
上一称，果然，3个辣椒要3元钱。

“怎么这么重，这辣椒也真大。”记者
感叹道。“这是海南来的红辣椒，个头都
很大。其实，你拿的这几个还算小的。”邓
阿姨说，我前几天卖了一个辣椒，一称有
六两， 我卖了六年的菜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么大个的。”

“现在的菜都越来越大个了。” 一位正
在那买菜的伯伯有些担忧，“这些菜会不会
像传言里说的，打了激素或者膨大剂？”

大个头的蔬菜还真不少
29日上午， 记者又走访了东屯渡农

贸市场等几家市场发现， 个大的蔬菜还
真不少。如土豆、芹菜、生姜、西红柿等个
头都比以前大了很多。

“现在的菜都像变异了似的。” 正在
买菜的市民龚小姐告诉记者， 以前她买
的生姜， 表面都是皱皱的， 个头也比较
小，但姜味香辣，现在卖的生姜，肥肥嫩
嫩的，非常光鲜好看，不过吃起来姜味却
淡了好多。

并不是只有龚小姐一人有此感觉。
摊主谭女士说， 经常有顾客会质疑大个
头的蔬菜， 认为打了激素不安全，“我想
这应该只是品种的改良。” 谭女士表示，
她卖过很多大个头的蔬菜， 其中有一根
莴笋就重达3斤。 3月29日，在本土百货业巨头友谊阿

波罗召开的首届战略品牌供应商峰会上，
奥特莱斯再度成为热词。友阿股份这次收
获不小， 不但与80个品牌供应商代表在
会上达成战略合作协议。 还不动声色地
再次为奥特莱斯的“井喷”进行了催热。

“很多峰会的老板上午开完会， 下午
就直接去奥特莱斯了，有些带了企划经理
过来，在商量怎么样进一步加大企划力度
让销售再创新高。”一位与会者告诉记者。

在商战中，掌控了品牌，就等同手里
增添了一件利器。随着长沙百货行业竞争
的日趋激烈， 新商战逐渐摆脱了装修战、
广告战的旧模式，进而转向规模战、特色
战。 而品牌作为百货最核心的部分之一，
加强品牌厂商联系、强化合作将是商战的
制胜关键。

金利来中国有限公司总裁胡冰心表
示，金利来从20多年前开在友谊阿波罗旗
下友谊商店的湖南第一家专柜，发展到友
谊阿波罗旗下所有门店开设专柜，再到该
品牌在友谊商店开设的金标店，他对友谊
阿波罗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相信通过此
次峰会，该公司与友谊阿波罗的关系将更
加紧密，并实现真正的互惠互利，合作双
赢。据悉，在友阿奥特莱斯表现不俗的，不
止金利来一家。“现在很多品牌在那里的
年销售都将过千万，今年前三个月那里的
销售增长是成倍的，我们正处在‘井喷式
增长’的前夜！”一名卖场的管理人员自豪
的告诉记者，随着众多品牌对友阿奥特莱
斯的热捧，长沙地铁开通后，那里将会有
一个爆炸性增长。 ■记者 李治 赵伟

本报3月29日讯 今天， 湘潭双色球
592万大奖得主李先生（化名）带着妻子
前来省福彩中心领奖。3月27日晚， 福彩
双色球第2012035期开奖，单注奖金592
万余元，我省湘潭中得1注头奖。

据李先生（化名）介绍，多年来他每
个月购彩1000元左右，最多中过3000元
的双色球三等奖。 他以守号和随机选号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注。当期他自选了2
注、机选3注号码，没想到其中1注机选号
码竟然中了一等奖。

李先生觉得购买彩票是靠运气的，
对于这笔奖金的安排， 李先生表示自己
多年来已经有了固定的理财思路和方
法，这笔钱也将主要用于投资。

■游慧

友阿奥特莱斯或在井喷前夜

湘潭彩民领走双色球592万大奖

曾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生化学院
工作的研究员唐纳德·戴维斯表示，如今
在美国， 人们越来越感到蔬菜水果的味
道不如以前， 而蔬菜水果实际所包含的
营养也减少了。研究发现，现代蔬果的矿
物质含量比50年前收获的同类农作物平
均降低了5%至40%。

戴维斯表示， 个头较大的农产品通
常含有更多的“干物质”，这种物质会对
集中在一起的矿物质成分产生稀释作
用，即所谓的“稀释效应”。换句话说，在
种植蔬菜水果时， 较小的个体往往含有
更多的营养成分。

您知道帕金森病吗？ 您知道帕金森病
怎么治疗吗？ 您知道世界卫生组织于 1997
年确定每年 4 月 11 日为世界帕金森病日
吗？“世界帕金森病日”旨在促进国家政府
部门和国际医学团体合作，共同推动帕金
森病的研究与治疗。

帕金森病并不少见，您是否发现身边有人
或四肢抖动、或动作僵硬、或行动迟缓？ 众所周
知拳王阿里就患有帕金森病， 因为当时没有
“细胞刀”、“脑起搏器”等现代技术饱受着帕金
森病的折磨。 据统计，我国 65 岁以上老年人帕
金森病的发病率为 1.7%，据此推算，目前国内
帕金森病患者已经超过 200 万名。 虽然帕金森
病患者以老年人居多，但亦有 30 岁至 40 岁左
右发病的患者。 随着人口老龄化及发病年轻
化，帕金森病患者的数量越来越多。 帕金森病
如何预防、如何治疗，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

今年 4 月 11 日是第 16 个世界帕金森病
日。 值此世界帕金森病日到来之际，湖南省脑
科医院于 4 月 7 日举行大型帕金森病健康教
育活动。 届时将邀请国内神经内、外科专家就
帕金森病的预防、运动与日常生活指导、疾病
的早期药物治疗、“细胞刀”和“脑起搏器”手术
治疗等进行讲座、现场咨询，并免费发放帕金
森病相关健康教育资料及赠送精美礼品一份。
同时，我们盛情邀请曾经在我院神经外科接受
手术治疗的 1000 余位患友回院免费复诊，活
动期间成立湖南省帕金森病病友会，以便日后
咨询及预约就诊。 活动联系电话：湖南省脑科
医 院 神 经 外 科 ：0731-85232248、
0731-85227069；骆先生：13908497677。

关注帕金森病，
相聚世界帕金森病日

■相关链接 - 脑起搏器

2011 年 8 月 9 日， 一名患病 10 余年，四
肢抖动，全身僵硬，生活不能自理的帕金森病
人在湖南省脑科医院接受了脑深部电刺激
（DBS）即 " 脑起搏器 " 治疗，这种新式的治
疗方法被湖南省各大媒体争相报道，1 个月
后，当医生开启脑起搏器，那位被病魔折磨了
10 余年的患者神奇的停止了肢体的抖动，动
作变得灵活， 一瞬间从前的 " 木头人 " 恢复
了生机。 新颖的治疗方式，神奇的治疗效果，
标志着脑深部电刺激这一帕金森病治疗的最
新技术正式走进湖南。

据主刀的神经外科黄红星教授介绍，脑
深部电刺激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神经调控
技术，相比传统的治疗技术，该技术具有几大
优点：1、可逆性：与毁损术（即“细胞刀”）相比
更有优势，脑深部电刺激治疗是完全可逆的、
非破坏的治疗，不会破坏脑组织。仅将一直径
约 1 毫米的电极插入神经核团， 通过发放微
电脉冲改善其功能状态， 从而改善肢体的运
动功能。 2、 可调整：手术以后，患者体内的
神经刺激器参数可以通过体外无线遥测技术
无创设置和调整， 以适应患者的疾病进展和
变化，从而达到最佳的症状控制。 3、安全有
效： 脑深部电刺激疗法对帕金森病的控制已
被证实是有效且安全的。 自 1996 年至今，已
有超过 60000 名患者受益于脑深部电刺激疗
法。 4、手术微创：此疗法的手术属于微创、高
精度手术，对于患者的创伤极小、对医生的经验
水平要求高，仅需在患者头部钻两个小孔即可完
成电极的植入，患者手术几日后即可出院。

湖南省脑科医院大型帕金森病健康讲座活动

蔬菜个头越来越大、味道越来越淡。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是品种改良
的结果？还是加了激素或膨大剂？这样的
蔬菜吃了对人体有害吗？

29日下午， 记者采访了省蔬菜研究
所所长戴雄泽。

“大个头的辣椒没有问题，应该没有

使用膨大剂。”戴雄泽表示，辣椒变大，主
要是由于这些果种就是大果型的，这只是
品种的改良，而且辣椒本身就有膨大的能
力。戴雄泽说，就他对辣椒市场的了解，
基本上不存在激素和膨大剂，“只要农药
残留没问题，辣椒就应该对人体无害，可
以放心食用。”

只是大果型品种，可放心食用

专家释疑

延伸阅读

食用蔬菜
时， 可用土办
法减少农药残
留：叶类蔬菜在
放入少许食盐的水中浸泡半
小时左右；有皮的蔬菜尽量削
皮后食用。

有研究称“大个头蔬菜营养少”

6两的辣椒，3斤的莴笋，你吃过吗
专家：蔬菜普遍长个头只是品种改良，对人体无害 但有研究称：个头大营养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