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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蘑菇约有400种，其
中300多种可以食用。 有毒蘑
菇约 100�种，其中10多种有剧
毒。通常认为，形状漂亮、颜色
斑斓的才是毒蘑菇，但有些长
相朴素的蘑菇其实毒性巨大。

最毒蘑菇灰花纹鹅膏菌：
子实体中等大小，菌盖5~10cm，
灰色至深灰色、暗褐色至近黑
色， 表面具深色纤丝状隐花
纹。基部近球形，有菌托。6-9�
月份生于阔叶林或针阔混交
林中地上。

裂皮鹅膏：子实体小至中
等，菌盖5~8cm，纯白色，有时
中部呈米黄色，边缘有时有辐
射状裂纹。6月份生于阔叶林
或者混交林地上。

假淡红鹅膏：子实体中等
大小，菌盖5~8�cm，纯白色，有
时中央呈粉红色， 边缘无沟
纹。6-9月份生于阔叶林或针

阔混交林中地上。
条盖盔孢伞：子实体小至

中等，2~6�cm，黄褐色，中央稍
下陷且具小乳突，菌盖具有明
显辐射状沟条。9-11月份生于
腐殖质上或腐木上。

假褐云斑鹅膏：子实体中
等至大型，菌盖6~15�cm，淡灰
色、灰色至灰褐色，具深色纤
丝状隐生花纹。菌柄基部具有
菌托，浅杯状。

异味鹅膏：子实体中等大
小，菌盖5~9cm，纯白色至米
色，表面常具有毡状至碎片状
鳞片，常有刺鼻气味。菌柄白
色，有菌环。6-9月份生于阔叶
林或针阔混交林中地上。

苏梅岛裸盖菇：菌盖直径
1~3�cm，半球形，光滑，灰褐色
至暗褐色。菌褶直生，灰褐色
至深紫褐色。8-11月份， 群生
于田地或者粪堆上。

一锅“鲜美”野蘑菇，毒倒一家四口人
省疾控中心：今年全省已发生6起误食事件，发病19人 专家：不要随意采摘、食用

随着气温回暖，各种菌类进入生长旺盛期；因疫情
久未出门的群众，也开始踏青、摘野菜，因误采误食有
毒野生蘑菇而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也开始频频出现。

据省疾控中心监测信息，截至目前我省已经发生6
起误食野生蘑菇事件。专家提醒，不要随意采摘、购买、
食用野生蘑菇，以防误食中毒。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刘振 实习生 陈翾

本报3月27日讯 除千佛洞于
3月28日开放外，宁乡市其余已全部
正常开放。今日，记者从宁乡市文化
旅游广电局获悉， 自正常开放后，宁
乡各景区相继出台了优惠政策，来
吸引游客和工会团队游。根据统计，
从3月5日宁乡各景区逐步恢复开放
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22万余人次。

3月中下旬， 宁乡将正式进入
“醉美”赏花的旅游高峰期，长沙方
特东方神画园、灰汤镇东鹜山桃花
谷、灰汤华天温泉度假酒店等地都
是游玩、赏花、休闲的好去处。宁乡
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也集结了各大
景区、乡村旅游点等，为工会团队
游、踏青自驾游的游客们准备了系
列节会和惠民文旅活动。

“这次我们推出了ABC三种工
会优惠套餐， 价格分别为200元/
人、300元/人、400元/人，包含了温
泉门票（含鱼疗）， 游东鹜山桃花
谷、紫龙湖，正餐，4小时康体娱乐

等， 其中，BC套餐还含有客房住
宿。” 灰汤华天城温泉度假酒店总
经理王晚平介绍。

3月26日开始，长沙方特将开启
华服文化月，推出限量华服免费穿、
穿华服做任务还可以参加诗词大
会擂台赛等主题活动， 而且票价还
直降100元。记者了解到，自长沙方
特正式复工以来至3月26日， 该园
区共接待游客近6万人次。此外，还
有宁乡炭河古城门票和《炭河千古
情》演出门票“买一送一”；灰汤温泉
职工疗养院联合康养沩山密印景区
订制两种春游特惠康养套票等优惠。

宁乡市文化旅游广电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目前各大景区从硬
件和软件上精准防控，采取严格消
毒、无接触服务，严控景区点、游乐
项目和交通观光车承载量等措施，
以安全运营、 有序开放为原则，客
流量正逐步回升。”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刘林凤 邓彪

【案例】 食用野蘑菇，一家四口中毒

野生蘑菇味道鲜美，每年
春季成熟期，郴州的谭先生都
会去山上采摘一些回来做菜。

3月16日上午， 他又到山
上采回了一些白色的野生蘑
菇，煮了满满一大锅，感觉味
道不错。 可一家人吃了之后，
谭先生和父亲、妻子、女儿4人
先后出现恶心、呕吐等症状。

经过诊断，确诊为食物中
毒。幸运的是，经过抢救，一家
4口日前全部康复出院。

随着天气回暖，菌类生长

进入旺盛时期，我省误食野生
蘑菇中毒的事件频发。根据省
疾控中心监测信息，今年我省
已经发生6起误食野生蘑菇事
件，发病19人，暂无死亡病例。
其中，郴州市就发生了3起，涉
及14人。

数据显示，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2019年共牵头处理
了来自全国17个省份的276
起蘑菇中毒事件， 共计769人
中毒，造成22人死亡，事件涉
及70种毒蘑菇。

【提醒】 遇到这些毒蘑菇，千万要小心

省疾控中心专家介绍，灰
花纹鹅膏菌是湖南省发生中
毒事件最多、中毒人数和死亡
人数最多的剧毒蘑菇，生长旺
盛期在6月, 最早4月即可出
现。

灰花纹鹅膏菌是急性肝
损害型蘑菇中毒，患者最初出
现恶心、呕吐、腹痛、“霍乱型”
腹泻等肠胃症状；随后进入假
愈期，1-2天内无明显症状；
假愈期过后,患者病情迅速恶
化， 出现肝功能异常和黄疸，
最后肝、肾、心、脑、肺等器官
功能衰竭,�5~8小时可导致患
者死亡。因存在“假愈期”，容
易给患者和医生造成病情已
被控制的错觉，因此灰花纹鹅

膏菌中毒致死率极高。
在所有毒蘑菇中，亚稀褶

红菇属于毒性强、 中毒快、非
常危险的毒蘑菇。其毒性发作
很快，误食这类毒蘑菇，潜伏
期在10分钟到数小时不等，一
天左右出现全身酸痛，随后肝
损肾损多器官衰竭死亡。救治
及时可不死，但如肾损害严重
不可修复，就只能换肾或靠血
液透析度日了。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
诊科主任徐自强提醒，不要随
意采摘野生蘑菇食用。也不要
轻易相信网上流传的所谓的
辨识毒蘑菇方法，很多毒蘑菇
并无鲜艳的颜色，甚至跟可食
用蘑菇长得极其相似。

日前，省食安委办
公室印发《关于做好野
生蘑菇中毒防控工作
的通知》， 部署加强误
食野生蘑菇中毒防控
工作，争取2020年全省
农村居民毒蘑菇防控
知识知晓率超70%。

《通知》要求，各地
各有关部门应在乡镇、
村组、 高发地区入山
口、农村集市、农贸市
场等地，采取设立警示
牌、张贴宣传画、悬挂
宣传标语等方式，反复
提示误采误食野生蘑
菇的风险；要加强家庭
食物中毒应急救治知
识科普，一旦发生中毒
症状， 要立即催吐，立
即送医，并提供误食蘑
菇实物或图片。

此外，有关部门还
应加强对食品和食用
农（林）产品生产经营
单位的日常监管，教育
督促各类食品生产经
营者不得加工、经营有
毒的野生蘑菇；盯紧集
体聚餐单位、 农贸市
场、景区市场、农村集
市等重点场所，督促加
强对学校和托幼儿机
构、养老机构、建筑工
地、交通运输场所和A
级旅游景区餐饮服务
单位的日常管理，加强
对群众自办宴席集体
聚餐活动的监督检查，
进一步加强对乡村厨
师的教育培训，严禁非
法采购加工食用。

■记者 黄亚苹
通讯员 海旷儒

湖南部署加强野
生蘑菇中毒防控

科普 湖南常见毒蘑菇

泡汤池，200元/人包正餐 游方特，票价降百元

宁乡春游，大拨优惠等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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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7日讯 今天上午，市
民张先生到湘江中路办事，发现靠
湘江一侧的路面上新规划了一百
多个路内泊位，每个停车位内都有
明显的标识。记者从长沙交通集团
获悉，这是该集团管理的路内泊位
中的一部分。在疫情期间，该集团
管理运营的4754个路内泊位已全
部免费为市民开放。

这4754个路内泊位处于69个
路段， 大部分于去年底才建设完
成，陆续投入使用。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后，长沙交通集团迅速响应国
家防疫号召，将所管理的路内停车
位全部向市民免费开放。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随着复工
复产，为维护全市停车秩序，下个
月该集团将向相关部门申请有序
恢复路边停车泊位运营管理，具体
时间将通过湘行天下App、公众号
等向市民公布。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新增的路
内泊位还采用高位视频检测+大
数据平台技术， 让停车更智能。所
有停车信息通过视频+图像自动
进行智能采集、识别，自动计时计
费。 ■记者 石芳宇

长沙新增4700多个路内泊位
更智能，自动计时计费 疫情期间免费为市民开放

去年底来，长沙新增4700多个
路内泊位。 记者 石芳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