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访菜农

▲▲ ▲

深层水源

多
介
过
滤
器

活
性
碳
过
滤
器 精密过滤器

反渗透膜系统

源水罐

储存罐

灌装

透氧杀菌

▲

▲

▲

▲

▲

你想见证桶装水的生产
全过程吗？你想了解平时吃的
食品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吗？欢
迎 拨 打 本 报 新 闻 热 线
0731-84326110报名“邀您看
企业，食品安全大家行”活动。

质监专家介绍， 桶装水如果是
密封的，保质期为一个月，但必须存
放在20℃左右、阴凉通风的地方。开
封后尽快饮用完，尽可能不要超过
一周。饮水机要定期清洗。

针对目前市场上纯净水、 山泉
水、矿物质水如何分辨的问题，专家
介绍，山泉水、矿物质水的水源是深
层井水；纯净水的水源是自来水。矿
物质水含有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原
料，山泉水也含有，只是矿物质的含
量不如矿物质水有严格要求； 纯净
水是利用自来水经过一定的生产流
程进行生产， 从净化的角度来说它
比自来水、矿物质水都干净。

专家认为， 如果把纯净水作为
长期生活饮用水，对人体没有好处，
因为会过滤掉对人体有益的微量
元素。

本报5月24日讯 望城区公安局在
日前召开的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
功集体表彰大会上，再次被授予“全国
优秀公安局”荣誉称号，今年全省仅三
家公安局获此殊荣。今天上午，长沙市
公安局、望城区委区政府为该局举行了
授牌仪式。据悉，另外两家获评的单位分
别是中方县公安局、石门县公安局。

■见习记者 潘显璇 虢灿
通讯员 欧阳平西

我省3单位获评
“全国优秀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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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4日讯 在一个全封闭的
车间，全自动设备一次完成过滤、洗瓶、
封装等流程，每隔1分钟，就有6-8瓶桶装
水从传送带上出来。 这是记者在长沙青
泉水业厂房看到的一幕。

今日起，长沙市食安办、质监局联合
本报开展“邀您看企业， 食品安全大家
行”活动，将邀请市民、媒体记者等到厂
房见证食品生产加工的全过程。

一桶水要过25道关
据统计， 长沙每天消耗的桶装水达

上万桶。这些水是怎么生产出来的？记者
随执法人员来到长沙市两家桶装水厂，
见证了生产全过程。

在猴子石桥边的元公山，一口320米
深的水井是元公山桶装水的水源地。负
责人张应说，水井是全封闭的，卫监部门
每年都会定期检测。

从井水到桶装水， 要经过专业设备
处理。在一个全封闭的生产车间，记者目
睹了元公山水的“出生”。深层水源-源水
罐-多介过滤器-活性碳过滤器-精密过
滤器-反渗透膜系统-储存罐-透氧杀菌
-灌装。张应说，桶装饮用水生产工艺要
经历25道工序，全封闭、全自动。

包装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整体设

备包括自动拔盖、自动洗桶机、自动灌装
机三部分，整个生产线无人工参与。

合格水要过17道检测
“桶装水要上市销售必须经过17个

指标的检测。”长沙市质监局食品生产监
管处处长胡朝辉表示，目前，桶装水最容
易出现的问题是菌落总数超标， 原因是
桶装水的生产工艺消毒、灭菌没达标，回
收的桶清洗、 运输搬运过程中的二次污
染及生产环境不达标。

抽检桶装水，6月公布结果
目前， 长沙市生产桶装水的大小厂

家约40余家。 长沙工商部门本月已开始
对流通环节销售的知名品牌水进行抽
检，将于6月份公布结果。同时提醒市民，
购买桶装水要记得查看是否有QS证，还
可登录长沙质检网http://www.cs315.
gov.cn/查看QS证是否过期。

■记者 何志华 实习生 何敏玲

桶装水要过25关，本报邀您见证“出生记”
长沙将抽检全市桶装水，6月公布结果 本报5月24日讯 今天下午，“全国

道德模范故事汇”基层巡演活动在长沙
人民会堂举行。巡演活动由著名评书表
演艺术家刘兰芳领衔，一批有实力的演
员参加演出。演出节目是从三届全国道
德模范中选取的典型人物及其事迹创
作而成的故事、说唱、二人转等。本次活
动由中央文明办、中国文联、中国曲艺
家协会联合主办。 ■记者 曾力力

“道德模范故事汇”来湘巡演

本报5月24日讯 如果你是大学生，
又对乡村文化有兴趣， 就不要错过全省
首届大学生“走读湖南乡村文化”活动。
记者从活动办公室了解到， 目前报名正
在火热进行中，已有千余名大学生报名。

本次活动由湖南新农村文化建设
基金会发起，省委农村工作部、省教育
厅等单位联合主办， 省内105所高校积
极响应。截至5月15日，已有30多所高校
组成了调研团队， 收到各类调研题目
100多个，活动将在6月下旬正式启动。

■记者 贺卫玲 通讯员 龙李强

大学生暑假走读乡村文化

本报5月24日讯 无辣不成菜，对于
爱吃辣椒的长沙人来说， 本地辣椒吃起
来更过瘾。无奈今年天气不给力，本地辣
椒迟迟不见上市， 以致本地椒一度卖出
了15元/斤的高价。记者今天从长沙马王
堆蔬菜批发市场了解到， 这几天本地辣
椒已开始小规模上市，价格也开始回落。

记者今日走访了长沙多家农贸市
场，发现尽管受到了本地辣椒的“挤压”，
外地辣椒售价也并不便宜， 价格大多在
3.5元到5元之间。 摊主老刘告诉记者，目
前市场上在售的外地辣椒主要是大圆
椒、螺丝椒、尖椒三种，价格相差一两元。
“本地辣椒上市后，买外地辣椒的顾客没
以前那么多了。”老刘说，他在一周前就
开始降价促销外地辣椒。

而在目前上市的本地辣椒中， 浏阳
圆椒占据了多家摊位的好位置。 售价虽
然要10元一斤， 仍吸引不少市民购买。
“上个礼拜我还买了15元一斤的辣椒呢，
已高过肉价好几元了。”长沙市民张小姐
看降价了，一下子就买了4斤。

据了解， 现在长沙市场上的本地辣
椒主要有三种，邵东辣椒、浏阳辣椒和长

沙县黄花镇辣椒。 长沙市马王堆蔬菜批
发市场负责人表示：“虽然上市的都是青
辣椒，但是根据不同地方、不同品质，价
格也有区别。”

邵东辣椒，现在上市的品质最次，价
格也最便宜。“邵东辣椒主要是个头小，
肉不厚实，所以卖得便宜。批发价大概在
1至1.5元一斤左右。” 马王堆蔬菜批发市
场负责人表示， 浏阳辣椒是近期上市的
本地辣椒中品质最好的， 进货的人也最
多。“辣椒个头虽不算特别大，但是肉厚，
吃起来口感好。一般批发价卖到了1.85元
至2元多一斤。而长沙县黄花镇辣椒上市
量较少，批发价大多在2元一斤左右。”

由于今年全省多阴雨， 本地辣椒生
长缓慢， 导致直到5月底才有小量上市。
“辣椒最好的生长温度是20℃以上，今年
的气候决定了本地辣椒产量少。”马王堆
蔬菜批发市场负责人表示，6月中旬至下
旬，本地辣椒将会大量上市，到时价格也
许会跌破2元一斤。而外地辣椒进货量也
会逐渐减少， 到时就可能是本地辣椒的
天下了。

■记者 彭可心 实习生 李婷婷

天气不给力，本地辣椒比肉贵
目前已有小批量上市，价格开始回落，预计六月中下旬会大量上市

因气候原因， 长沙本地辣椒延迟上市。
尽管目前本地辣椒的田头价格最高卖到了
5元/斤，但由于连阴雨导致产量极低，菜农脸
上依然难露笑容。

5月24日上午11时，开福区捞刀河镇凤羽
村蔬菜基地，56岁的菜农李明海正在四处找工
人帮忙摘辣椒。 李明海一家四口在此租种了8
亩地，辣椒种植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支柱。

“今年本地辣椒上市比往年迟了近一个
月”。 李明海说，因受今年罕见连阴雨天气的
影响， 长期浸泡在水中的辣椒树根有些已开

始腐烂。 “一棵辣椒树的正常结果时间可持
续到8月， 现在看来能撑到7月已不错了。”李
明海说，今年辣椒产量会受到很大影响。

下午6时，红星蔬菜批发市场的收购商到
了。李明海父子合力将“战果”装袋上车，210
斤辣椒换回了630元。李明海说，这个价格跟去
年相比，足足高了1元。尽管如此，老李一点也
乐不起来。他说，菜价是涨了，可有价没有菜
呀。“今年的辣椒减产成定局， 量一少价格就
上去了，可再高的价没货也不行啊。”

■记者 刘璋景 实习生 孙茜 伍娟

“价高量低，今年种本地辣椒不赚钱”

本地辣椒好卖， 但记者调查发现也有不少菜贩拿外地辣椒冒充本地辣
椒。对此，马王堆蔬菜批发市场的负责人拿着几种辣椒教记者辨别。“一般本地
辣椒个头比外地辣椒要小一些，摸起来肉比较厚，表面圆润许多，闻起来较外
地辣椒香味浓一些。”这名负责人说，本地辣椒口感偏辣一些，价格也贵一些。

教你三招辨别本地辣椒

支招

互动

桶装水开封一周不要饮用

一瓶桶装水要经历的主要工序。

提
醒

5月24日，长沙市开福区捞刀河镇凤羽村，菜农在采摘本地辣椒。 记者 范远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