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17日讯 日前，有家长
向本报网络投诉平台反映，长沙市
岳麓区湘仪学校的学生一放学，就
围在学校门口的流动摊点前购买
零食、玩具等，家长担心对小孩造
成不良影响。三湘都市报记者对此
进行了走访。

5月16日中午12时， 记者在湘
仪学校校门口看到，六七名摊贩推
着推车或人力三轮车，陆续来到校
门口前方的马路上。饭团、饼、油炸
食品、麻辣等，摊点应有尽有。

记者在一处卖饼的摊点前看
到，鸡蛋饼、大饼等直接放在木板
上，未采取任何防尘措施。

12时05分， 学生蜂拥而出。围
绕着不同的摊点，购买食物的学生
们自动形成了一个个包围圈。这里
俨然成了集市， 学生们拿出零花
钱，买吃的和买玩的。

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接送学
生的家长就等在小学门口，门口还
停放着不少电动摩托车和汽车，当
学生涌向门口的摊点时，并不宽敞
的道路很快被围得水泄不通。而学
生们穿行在车来车往的道路中，很
不安全。

“希望政府部门能好好治理这
些摊档，不要让校门口成为集市。”
家长黄女士说，流动摊点上售卖的
食物基本没有卫生保障，而且就停
放在道路边， 食物都是露天摆放
的，很不卫生。

记者向岳麓区望城坡街道城
管办反映了此事。10分钟后， 一名
队员赶到现场， 见有执法队员，摊
贩们立马散去。

岳麓区望城坡街道城管办主
任雷盛军表示，他们正在和街道食
品药品监管所制定一套长效监管
机制。 ■记者 杨洁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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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7日讯 市场上
各种减肥药，深受爱美女士的
青睐。但是，你想过没有，你吃
的减肥药，可能是“毒药”。

没有生产、 销售药品的许
可证、没有任何药品销售资质，
买家却遍布全国各地。 近日，长
沙市天心区人民检察院对陈某、
石某、夏某等7人以涉嫌生产、销
售假药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中成药”却含西布曲明

2016年12月，小王在一家
名为“小沫瘦身私教馆”的网
上店铺花560元购买了一瓶
“CHARM瞬纤瘦身丸”。卖家
称自己所卖减肥药是中成药，
对身体没有副作用。

收到瘦身丸后，小王见包
装上仅标明产品名称和净含
量， 没有生产厂家等其他信
息，说明书上标明的成分有中
药也有西药。因怀疑是三无产
品，于是到相关部门投诉。

根据小王提供的线索 ，
2017年4月， 长沙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调查“小
沫瘦身私教馆” 店家孙某，并
从孙某家查获5瓶“CHARM
瞬 纤 瘦 身 丸 ”。 经 检 验 ，
“CHARM瞬纤瘦身丸” 中含
有“西布曲明”成分。西布曲明
主要用于肥胖症的治疗，由于
有增加心脏病的风险，2010年
10月30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宣布停止生产、销售和
使用西布曲明制剂和原料药。

闹上法院，卖家赔钱私了

根据孙某的供述，公安机
关顺藤摸瓜，3个月的时间里
成功抓获销售假药的陈某杰、
赵某夫妇、姚某和夏某。经查，
这几人为上下级供货商关系。

2014年下半年，河南人赵某夫
妇开始在微信和微博上销售减
肥药， 他们的货源来自于微信
上认识的河南老乡姚某。 为增
加销售量， 夫妻听从了姚某的
建议，决定创立“减肥药品牌”。

于是，他们把姚某的三无
减肥胶囊取名为“CHARM瞬
纤瘦身丸”， 并在网上联系厂
家购买黑色塑料瓶、进行包装
设计和印刷产品说明书。

为了让客户相信减肥效
果，他们还用图片制作软件制
作减肥前后效果对比图在微
信、微博上推广。

为增加可信度，赵某夫妇
还把减肥胶囊按颜色分为不
同的版本， 分别是加强版、强
效版等版本，版本不同价格也
不同。

随着生意的火爆，不少顾
客向他们反映吃了减肥药后
身体不舒服、 出现睡不着觉、
拉肚子、口渴等症状，他们却
称“是正常现象”。

2017年初，甚至有顾客因
吃减肥药出现不适症状住院。
为此，陈某杰还收到江苏省某
法院的传票，因知晓自己卖的
是三无产品， 陈某杰联系顾
客，赔偿对方3万余元。随后，
陈某杰将此事告诉上家赵某
夫妇，他们却称“减肥药没有
问题， 该顾客是专业诈骗钱
的。”就这样，在知道产品有危
害后，陈某杰还是决定把手里
的囤货卖完。

案件调查中，民警从姚某
处查获各色瓶装减肥胶囊
1000余瓶，散装胶囊1万粒，从
赵某夫妇处查获各色瓶装减
肥胶囊近800瓶， 从陈某杰处
查获瓶装减肥胶囊30余瓶、盒
装减肥胶囊30余盒。
■记者王智芳通讯员孙百灵

实习生 尹霜

成熟蓝莓枝头俏
清甜紫红惹人爱

16日下午，记者从长沙出
发，驱车沿芙蓉路一路向北，
不足一个小时， 便来到了位
于铜官镇中山村的一处蓝莓
基地。

站在山头的水泥路上，放
眼望去，山坡上、田野间，遍野
的蓝莓树亭亭玉立。 走进果
园，晶莹剔透、如珍珠般大小
的蓝莓，紫中泛红，令人垂涎
欲滴。

“这一趟不虚此行！”正在
俯身采摘蓝莓的刘女士连连
感叹。 刘女士来自张家界，此
来长沙是到朋友家做客。偶然
间听朋友说此处有蓝莓基地，
作为“莓粉”的她也顾不得天
气炎热， 直拉着朋友赶了过
来，“又大又新鲜，摘下来就可
以吃， 我要多摘点带回去，让
亲戚朋友都尝尝。”

“长沙市民的蓝莓消费需
求很旺盛，目前本地的产量远
远满足不了长沙水果连锁超
市的订单需求。”基地负责人吴
伟介绍， 基地已经是第二年挂
果，亩产1000斤左右，今年将迎
来大丰收， 预计产量在2万斤
左右，“而且今年天气给力，果
子较往年提早成熟十天。”

“每天能采摘500斤左右，
日入两三万完全没问题。”尝
到了甜头的吴伟摩拳擦掌，准
备借助蓝莓，打造餐饮、娱乐、
休闲为一体的生态农庄，从而
满足市民的多层次需求。

5000亩水果“白富美”，
等君采撷

蓝莓营养丰富，不仅富含
常规营养成分，而且还含有极
为丰富的黄酮类和多糖类化
合物，因此又被称为“水果皇
后”和“浆果之王”。因为极强

的药用价值及营养保健功能，
国际粮农组织将其列为了人
类五大健康食品之一，堪称水
果中的“白富美”。以进口美国
蓝莓为例，每公斤市场价格高
达200元左右。然而，作为高端
水果市场上的“舶来品”，进口
蓝莓高昂的价格，让不少消费
者望而却步。

长沙市农委科技教育处
处长夏礼明介绍， 本地蓝莓，
自然成熟，不使用任何生长激
素，新鲜味美，口感比进口蓝
莓味道更好，是一种非常适合
市民采摘体验的“好吃、好看、
好玩”的三好农业。由于国外
蓝莓运输时间长， 保鲜难度
大，往往需要在未自然成熟前
提早采摘，口感比较淡，缺乏
蓝莓味道。

夏礼明说，本地蓝莓果粉
多，又是自然成熟，自然成熟
的农产品质量好，不需要提前
采摘，不需要保鲜剂，食品安
全也就有了保证。 他介绍，本
地蓝莓除鲜食外，市民朋友还
可以自己动手，DIY制作蓝莓
酵素，也可以泡蓝莓酒，制作
蓝莓果酱、蓝莓饮料等。

据了解，长沙地区蓝莓已
经实现科学化、标准化、绿色
化种植，经过科技攻关，选育
了适合长沙种植的早熟、中熟
和迟熟品种， 采摘期从5月上
旬到8月上旬，时间长达3个月
左右。目前，长沙有一定规模
的蓝莓基地20多个，种植面积
5000多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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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亩蓝莓熟了，等你来尝鲜
口感好，比进口蓝莓更安全 采摘地点可扫码查看地图

孔子有云，不时不食，即尽量不吃不符合节气的食物。
饮食的一个重要原则也在于“当地、当季”。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倡导食在
当地、食在当季的消费新主张，于市民而言，不但可以享受
参与农业、 体验农业的乐趣， 还可以吃到安全有保证的食
物；于农民而言，可以直接促进增收，脱贫致富。而市民要走
到农村，农业要走向市场，往往又缺乏准确的信息渠道。由
此，本报开设《食在当地 食在当季》专栏，敬请关注。

开栏语

送走春天，长沙跑步入夏，高温天比往年来得要早，本
地蓝莓受高温影响提前成熟，也已经开始进入成熟上市季。

5月17日，记者从长沙市农委了解到，长沙地区蓝莓已
经实现科学化、标准化、绿色化种植，目前，有一定规模的蓝
莓基地20多个，种植面积5000多亩。即日起至8月上旬，市
民可带上家人和亲朋好友前往采摘， 体验慢生活带来的乐
趣。 ■记者 李成辉

吃了减肥药浑身不适，获赔3万
老板：该顾客是专业骗钱的 7人团伙因卖假药被起诉

流动摊贩扎堆
校门口成“集市”

5月16日，铜官镇中山村蓝莓基地，游客正采摘蓝莓。 记者 李成辉 摄

扫二维码，可知采摘地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