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律师说法

本报4月7日讯 4月7日， 在长
沙举行的2021年第十三届长沙（浏
阳） 大围山杜鹃花节推介会宣布，
本届杜鹃花节将从4月20日持续至
5月20日，届时可置身红色花海，传
唱红色歌谣，共赴一场春暖花开。

本届杜鹃花节以“人间四月芳
菲尽，围山杜鹃别样红”为主题，节
会时间从4月20日持续至5月20日，
节会包括湖南（浏阳）大围山第一

届森林康养（民宿）论坛、“建党百
周年·毅行百公里、唱响红歌谣·溯
源浏阳河”活动、湖南特色美食文
化节、大型“杜鹃花海”文艺秀、直
升机“空中赏花”、“围山美景”专业
摄影大赛、 杜鹃花海网红直播大
赛、“浏阳河·红方” 红色电影放映
周、“浏阳河·红方” 红色电影歌曲
演唱会等活动。

■记者 丁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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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以客户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全力支持实体经济，构建和谐的金融环境，根据
《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6]79 号）和《关于规范与银行信贷业
务相关的房地产抵押估价管理有关问题的通
知》（建住房[2006]8 号）等文件精神，从 2021 年
1 月起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长沙市分行申请房
屋、土地抵押贷款，客户到不动产登记中心缴纳
的抵押登记费，我行将于放款后 90 个工作日内

抵缴至其还款账户，请相关客户及时查询账户明
细； 抵押评估费由我行直接与评估公司结算，客
户无需缴纳抵押评估费用。 如有疑问，请持抵押
登记费、抵押评估费材料及评估文件前往贷款经
办行核实并办理有关手续。

特此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行
二○二一年四月八日

公 告

日常生活中， 不少人都喜
欢自制特色食品， 比如亲手腌
制的泡菜、自制葡萄酒、药酒等
等。每家每户的制作方式不同，
在产生了不同风味的同时，一
些因操作不当而导致美食变
“毒食”的事件也时有发生。（扫
码看视频）

如何正确安全地自制美
食？ 出现了中毒的状况我们应
该如何处理？4月7日，记者采访
了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
学科主任周启兵。

5岁女孩吃腌泡菜中毒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 浙江
一名5岁小女孩因吃了自家腌

制的泡菜，亚硝酸盐中毒入院。
女童送到医院时已经嘴唇发
紫，指甲呈紫色，经检测血氧饱
和度只有83%， 而且有非常明
显的缺氧症状， 最终确诊为亚
硝酸盐中毒。经过及时治疗，女
孩已脱离生命危险。

中毒是因为亚硝酸盐过量

自己家腌制的泡菜，原材料
肯定不会有问题，为何导致中毒
呢？对此情况，周启兵表示，小朋
友吃的自家腌制的泡菜中含有
过量亚硝酸盐，所以才导致了中
毒现象的发生。亚硝酸盐的毒性
主要在于它能够把血红蛋白氧
化成为高铁血红蛋白， 引起缺

氧，导致紫绀症。通常认为成年
人一次摄入200毫克以上的亚
硝酸盐可能发生中毒反应。周启
兵解释，《GB2762-2017-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
量》 规定腌渍蔬菜中亚硝酸盐
（以亚硝酸钠计） 含量不得超过
20毫克每公斤。

值得注意的是， 市场上正
规品牌生产的泡菜， 亚硝酸盐
含量均能够控制在安全线以
下， 而市民自己动手腌制的泡
菜则很难控制。

刘先生是一名网购爱好者，每逢
618、双11、双12等促销活动期间，各
大电商平台都会推出邀请好友助力
拿红包的活动。今年“女神节”购物大
促期间，刘先生就参加了淘宝的好友
助力开红包活动。“我和几个朋友之
间有个互相助力的微信群， 但是根
据平台规则， 二人之间不可相互助
力，且一人只能助力3次，最后我们
5个好友之间的帮助， 才成功地每
个人都拿到红包。” 今年春节期间，
周小姐就觉得自己被各种好友助
力所“包围”。“春节期间不少软件都
推出了邀请好友助力分红包的活
动。” 周小姐介绍，“以小红书为例，
集齐五张卡片即可瓜分红包，但是
有一张卡片始终无法通过完成任
务的方式获得，要想集齐卡片必须

邀请三位从未参加活动的好友助
力。”然而，让周小姐没想到的是，集
齐了A套卡片之后， 还有B套卡片。
“真是玩不过商家的‘套路’，最后忙
活了一周，才瓜分6元，但是打扰了
不少朋友。”首次在软件上提现成功
之后， 王女士便走上了频频分享链
接邀请好友助力之路。“为了领免费
送的礼物或者是拿返现， 所有关系
还行的朋友都被我‘骚扰’过，还在
微信群里发红包请大家帮忙助力，结
果发红包的钱远超过了免费领的物
品价值，也再没有成功过。”王女士说，
“我发现很多软件只对新手友好，第
二次再邀请好友助力就是每人只能
加一分钱，或者是越到后面好友助力
的金额值越小，想要从商家手中获利
太难了。”

“助个力”“砍一刀”，薅羊毛还是玩“套路”
助力链接转了又转就是领不着？成功率太低被诟病

本报4月7日讯 长沙市民易女
士决定“五一”假期去三亚旅游，她
在网上看中了三亚的一家酒店，提
交订单后系统提示分享链接邀请
好友助力可以减100元。易女士将

链接分享给了10名好友5个微信群，最终在助力链接失效前，共有
18位好友成功助力，但是只砍了10.74元。

“求帮加速！助力后你也可以领福利！”、“帮点一下！助我领取8
元优惠券！”、“帮我点一下！只差最后0.5元!”……类似此类让好友
帮忙点一点就能有优惠的事情到底成功率如何？4月7日，三湘都市
报记者采访了几位有过邀请好友助力“抢红包”经
历的消费者。 ■记者 周可

拉了近50位好友领了100元

自制泡菜，小心亚硝酸盐中毒
医生建议：没腌透的泡菜不要吃，可用泡菜替代盐来做菜

“蔬菜本身就含有硝酸盐，
在腌制过程中会被细菌‘转化’
成亚硝酸盐。” 周启兵表示，泡
菜中亚硝酸盐的含量有一个
“先升高后降低” 的变化过程。
对于普通泡菜来说， 开始腌制
的时候， 亚硝酸盐含量会不断
上升， 这是因为蔬菜中含有的
硝酸盐被细菌中的“硝酸还原
酶”转变成了亚硝酸盐。在亚硝
酸盐“峰值期”时，含量可以达
到100毫克每公斤甚至更高。

“不同蔬菜，‘峰值期’持续时
间不同，一般来说腌制后两三天
到十几天之间的泡菜，含有的亚

硝酸盐会很高，达到致病水平。这
个时候的泡菜最好不要吃，尤其
是不要给儿童吃。”周启兵告诉记
者，虽然“峰值期”的泡菜亚硝酸
盐含量高，不宜食用。但过了“峰
值期”，还是可以食用的。

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安全健
康地食用自制泡菜呢？周启兵给
出了详细的建议。“一定要注意
的是， 没有腌透的泡菜不要吃，
自制泡菜尽量不要吃； 其次，食
不过量。泡菜最大的问题是盐含
量高，所以要少吃；最后，用它替
代盐来做菜。泡菜富含钾和膳食
纤维，反正做菜也要放盐，不如

用泡菜来替代盐， 只要控制咸
度，还能比直接放盐增加一些矿
物质和膳食纤维，而且泡菜还可
以让菜肴更香更美味。”

“除了自制泡菜外，自制药
酒或各类果酒喝后中毒的事情
也是屡见不鲜。” 周启兵强调，
若泡制、选药材、选酒、炮制时
间等处理不当， 不但起不到防
病治病、强身健体之功效，还会
使药酒变毒酒，危害人体健康，
甚至发生中毒。 非中医药专业
人士切勿擅自做主或轻信偏方
土法自制药酒。
■记者田甜视频实习生任杏梓

4月20日起，可去大围山赏万亩杜鹃花海

提醒 腌制泡菜，“峰值期”不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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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下半年，王女士收到了一
位好友发来的助力链接。 在此之前，
王女士本是十分反感这种拉人头助
力砍价的方式，见好友十分需要她的
“一臂之力”，王女士便下载了该购物
软件。帮助好友助力成功后，软件提
示王女士获得了100元的提现机会，
还差几元即可成功提现。“一开始我
邀请了六七位好朋友助力，但还是没

达标，此时系统提示我邀请部分指定
好友助力可以一人抵多人。”王女士
说， 她按照系统提示邀请了这些指
定好友，可是系统提示可以抵5人的
好友最后只帮忙砍了一分钱。“我就
跟其中一位朋友抱怨软件骗人，最
后这位朋友就挨个找单位的同事帮
我助力，才让我成功拿到这笔100元
的返现，总共找了近50人。”

助力无处不在，成功却不常有

针对多位消费者反映的商家吸引消费者拉好友助力却难以成
功一事，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李健律师表示，依据《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第十六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依
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义务。经营者向消费者提
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恪守社会公德，诚信经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不得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不得强制交易。

经营者不得设定不合理交易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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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封闭升级改造
郴州火车站
将暂停客运业务

记者从广铁获悉， 郴州火车
站将进行全封闭升级改造， 铁路
部门将于4月10日起暂停办理所
有客运（含行包）业务，时间约4个
月， 改造完成后车站将以全新的
面貌展现给广大市民。 车站升级
改造期间， 需要乘坐火车出行的
市民可选择前往郴州西站乘坐高
铁，或选择其它交通工具出行。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王波 袁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