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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鸡蛋”扰欧洲，凶手氟虫腈是个什么鬼
欧盟各成员国的新鲜禽蛋和禽蛋产品尚未获准进入我国，国内消费者不必担心

新华社布鲁塞尔 8 月 9 日电(记者殷夏、潘
革平、曲曦)欧洲“毒鸡蛋”事件波及多国。荷兰、
比利时、德国等国已下架数以百万计受杀虫剂
氟虫腈污染鸡蛋。

对于欧盟的食品安全机制为何未能阻止
“毒鸡蛋”大范围扩散，被指知情“晚”报的比利
时饱受质疑，不过比利时 9 日又将相关责任推
给了荷兰。分析人士认为，此次“毒鸡蛋”风波凸
显欧盟食品安全保护漏洞，有关各国有必要加
强协调。

多国“中毒”

欧洲禽类产品主要出口国荷兰日前爆出，
该国 147 家农场的鸡蛋含有杀虫剂氟虫腈，这
与荷兰一家为农场提供杀虫服务的公司有关。

氟虫腈可杀灭跳蚤、螨和虱，被世界卫生组
织列为“对人类有中度毒性”的化学品。人若大
剂量食用可致肝、肾和甲状腺功能损伤。欧盟法
律规定，氟虫腈不得用于人类食品产业链的畜
禽养殖过程。

目前，“毒鸡蛋”已流入比利时、德国、英国、

法国、斯洛伐克等欧洲多国。英国食品标准局最
新公告说，今年 3 月至 6 月，英国从涉事荷兰农
场进口约 2 . 1 万枚鸡蛋，且这些问题鸡蛋已在
英国市场上全部售出。不过，已启动紧急调查的
食品标准局也表示，这些鸡蛋可能带给英国公
众的健康风险“非常低”。

法国农业部 7 日说，7 月 11 日至 26 日期
间，共有 13 批“毒鸡蛋”从荷兰运至法国两家禽
蛋产品加工厂。监管部门已对事件展开调查，查
封相关产品。

斯洛伐克农业和农村发展部长加布丽埃
拉·玛特奇娜 9 日证实，斯洛伐克境内也发现
“毒鸡蛋”。她呼吁本国消费者在商店、餐厅等地
购买或食用食物时询问产地，以确保质量安全。

责任在谁

比利时、荷兰以及德国分别在 7 月 20 日、
26 日和 31 日将“毒鸡蛋”事件报告欧盟食品和
饲料快速预警系统。虽然比利时最早报告此事，
但比利时食品安全局 8 月 5 日证实，他们早在

6 月初就已知晓相关情况，只不过因检方调
查未予公开。

由于涉嫌知情不报，比利时食品安全局
成为各方批评对象。食品安全局的解释是：由
于检测出的氟虫腈含量远低于警戒水平，因
此当时并未要求下架问题鸡蛋，只是禁止个
别禽类制品生产商继续供货；而且，比利时缺
少有资质的氟虫腈检测机构，只得将相关取
样交给了荷兰相关机构，进而导致行动迟缓。

比利时农业大臣德尼·迪卡姆 9 日在比
利时议会听证会上更是直接将拖延的责任推
给了荷兰，称荷兰早在去年 11 月就发现鸡蛋
中氟虫腈超标一事，而且比利时早在 6 月 26
日就要求荷兰提供其境内可能存在问题的氟
虫腈供货企业情况，结果荷兰 7 月 13 日才给
予反馈，延误了时机。

不过，尽管将拖延上报之事推给荷兰，比
利时食品安全局公布的氟虫腈检测结果也受
到外界颇多质疑。比利时食品安全局 7 日曾
发表公报称，问题鸡蛋中氟虫腈含量仅为

0 . 076 毫克/千克，远低于欧盟提出的 0 . 72
毫克/千克限额；而第二天，该机构公布的该
批鸡蛋复检结果显示，氟虫腈含量达到 0 . 92
毫克/千克。

专业人士认为，对于同一样品的不同次
检查，10% 左右的误差是可以的，但 1000%

的误差着实令人匪夷所思。比利时鲁汶大学
病毒学教授艾尔弗雷德·贝尔纳表示：“该事
件说明整个检测体系存在问题。既然检测结
果可能存在如此巨大的误差，那么相关安全
边界就荡然无存，这势必增加人们的疑虑与
恐慌。”

漏洞待补

就比利时拖延上报一事，欧盟委员会发
言人米娜·安德烈耶娃说，欧盟食品和饲料快
速预警系统首先需要成员国报告相关信息，
欧盟委员会才能将这一信息通报所有成员
国。欧盟委员会直到 7 月 20 日比利时报告这

一情况时才知晓此事。需要强调的是，欧盟成
员国有义务在得到任何威胁人类健康的信息
时立即报告欧盟委员会的快速预警系统。

欧盟食品和饲料快速预警系统是确保危
害公共卫生的信息迅速得到共享的机制。该机
制创建于 1979 年，目的是让欧盟成员国各自的
食品安全机构、欧盟委员会、欧洲食品安全局、
挪威、冰岛、瑞士、列支敦士登等之间有效分享
食品安全信息并作出回应。

欧盟委员会另一名发言人安娜-凯萨·伊
特科宁说，如有成员国未能及时将信息报告快
速预警系统，则违反相关法规，欧盟将启动相
关法律程序。但她同时强调，比利时目前并不
属于这种情况。

分析人士认为，尽管安德烈耶娃多次强
调，欧盟委员会的职责是确保信息在成员国之
间得到共享，并协调各成员国采取措施，密切
跟进事态进展。本次“毒鸡蛋”事件表明，欧盟的
统筹协调机制存在漏洞。

欧洲一国出现问题，难保不会波及他国。
因此，欧盟应确保信息在成员国间能够及时有
效共享，并完善各成员国相关技术水平，更好
地保障消费者权益，而不是等到出现问题，才
发现技术水平存在差距，同时任由成员国相互
推卸责任。

■链接

国内消费者不必担心

问题鸡蛋尚未获准入

对于国内消费者来说，最关心的恐怕还是
自家吃的鸡蛋会不会受到此次事件的影响。

对此，国家质检总局第一时间在官网做
出回应表示，“我国对进口禽蛋及其产品实施
严格的检验检疫准入管理。目前包括荷兰在
内的欧盟各成员国的新鲜禽蛋和禽蛋产品均
尚未获得检验检疫准入资格，不能向我国出
口，请中国境内消费者不必为此担心。”质检
总局也提醒在欧或即将赴欧旅行的中国公民
关注此次欧洲“毒鸡蛋”事件的进展，谨慎食
用上述被通报国家的禽蛋及禽蛋产品。

本报综合

味精味噌不一样：一个暗藏钠盐一个或可降压

权威急救专家教你地震中如何“与生命赛跑”

从自救到互救：地震应急“干货”指南

地震避险逃生原则

1、应急疏散：听从指挥、有秩序、防止拥挤、
踩踏、避免盲目跳楼。

2、就地躲避：家具旁、内墙角、小开间房间。
3、在两次地震之间疏散到空旷的地方。
4、切断电源、关掉煤气开关，防止起火爆

炸。
5、不能乘电梯，不能跳楼。

避险逃生“小贴士”

1、身体正确姿势：蹲下或坐下，尽量蜷曲
身体，降低身体重心；抓住桌腿等牢固的物体；
保护头颈、眼睛、口鼻。

2、避震时，要注意保护头部。可以用双手
将枕头、面盆、书包等顶在头上，护住头部。

3、室内避震：应选择室内结实、能掩护身
体的物体旁，易于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开间
小、有支撑的地方。比如蹲伏在写字台、课桌、
床、衣柜、冰箱等高大坚固的家具旁(而不是家
具下)，以躲避坠落物砸伤。还应迅速打开房门，
以防房门变形而不能出逃。

4、空旷房间：可躲在墙角处，因为房屋倒
塌时此处会形成倒塌物砸不到的死角，较安全。

5、卫生间或厨房、过道、储藏室：快速关闭
电源和煤气管道的阀门，然后躲在墙角。因为卫
生间和厨房的房顶跨度较其他房间小，且有上
下水管道和暖气管道穿行其间增加了牢固性、
稳定性、抗震性，故不易倒塌伤人。

6、外墙、阳台不能躲，楼梯、电梯最危险。

牢记地震现场救护原则

1、确保自身安全。
2、听从专业救援人员的指导。
3、先救近，后救远。
4、先救易，后救难。
5、先挖掘，后救治。
6、先救命，后治伤。
7、成批伤员要及时检伤分类，根据伤情

实施分级医疗救护、转送、分流。
8、通气、止血、包扎、骨折固定、抗休克。

“敲黑板”，看自救互救重点

1、清点人员，赶快把被埋的人从废墟里
救出来。早一分钟，就多一份希望！

2、到废墟上倾听被困人员的呼喊、呻
吟、敲物声。大致确定被困人员的位置，不要
盲目乱挖乱扒，以防止意外伤亡。首先应使头
部暴露。迅速清除口鼻内尘土，防止窒息，再
行抢救，不可用利器刨挖。

3、根据房屋结构，确定被困人员的位
置，再行抢救，以防止意外伤亡。

4、找到幸存者后，首先暴露头部，迅速
清除口鼻内尘土，防止窒息，再暴露胸腹部以
及其他部位。及时转移到安全地方。被压者不
能自行爬出时，不要强拉硬拖，以免造成进一
步受伤，尽量用小型轻便工具，避免重物利器
伤人。

5、对于埋压时间较长的幸存者，首先应
输送饮料，然后边挖边支撑，注意保护幸存者
的眼睛。

6、危重伤员的救护：
(1)心跳呼吸停止者酌情做心肺复苏。
(2)休克者，应立即止血、取平卧位。
(3)昏迷者，应取侧卧位，以防窒息。但怀

疑有脊柱脊髓损伤者禁用。
(4)头、胸、腹部损伤，经必要的处理后，

迅速送医院。
(5)怀疑脊柱脊髓损伤，要采用正确保

护、搬运方法，切忌生拉硬拽。
(记者王宾)

据新华社北京新媒体 8 月 9 日电

四川九寨沟县 7 . 0 级地震
和新疆博尔塔拉州精河县 6 . 6
级地震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中国疾控中心相关专家和北京
急救中心急救专家贾大成近日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给出了
科学避震脱险 、自救互救的应
急指南：

近日，一名高血压患者因贪恋口感美味，
在菜肴里过量加入味精调料，导致食用后出
现血压陡增、头痛恶心等不良反应，随后接受
输液加服降压药才使血压逐渐下降至基础水
平。医生提醒，高血压的发生和食盐量呈现正
相关，对于酱油、味精等调料品中含有看不见
的盐，高血压患者需要忌口。

深圳市人民医院医生李炜澔说，作为一
种调味料，味精的主要作用是增加食品的鲜
味，但其主要成分是谷氨酸钠，也是钠盐的一
种。人体摄入钠盐过多，会导致高血压。除了
味精，各种酱油、甜面酱、香肠、火腿肠、方便
面甚至面包等食品中，都含有看不见的隐形
盐，高血压患者需要特别注意。

李炜澔指出，目前我们所说的盐主要是
指钠盐，分为三种：一是烹饪用的食盐，主要
成分是氯化钠；二是面食中的小苏打，也就是
碳酸氢钠；三是味精，主要成分是谷氨酸钠。
对于高血压患者，首先，要按照我国高血压指
南推荐的标准，每人每天食钠盐量控制在 4-
6 克为好，最好少吃或不吃腌渍食品。如果需
要提升口感，可使用葱、姜、蒜、醋等替代。其
次，限钠补钾。钾可以缓冲钠盐引起的血压升
高作用，舒缓血管平滑肌痉挛，延缓动脉硬
化，可以多摄入富含钾的食物，尤其是新鲜蔬
菜和水果。 (记者周科)据新华社深圳电

日本新研究发现

味噌或可防中风

日本一项最新动物实验发现，日本常
用调味料味噌可能具有降血压和预防中风
的效果。

味噌通常是以黄豆为原料，添加食盐
等物质发酵而成的食品，被视为日本传统
食品的代表之一，类似于中国的黄豆酱。此
前有研究报告称，味噌有助预防胃癌和大
肠癌等疾病。

日本广岛大学的研究人员向容易患高
血压的实验鼠喂食不同的饵料，第一组饵
料含有味噌，第二组饵料不含味噌但所含
盐分与第一组相同，第三组饵料盐分极低。
结果第二组实验鼠很快就患上了中风、脑
血栓等病症，而第一组实验鼠和第三组实
验鼠几乎一样健康。

研究人员分析说，黄豆被用于酿造味
噌时产生的物质很可能有助于缓解食物中
盐分的影响。通常人体摄取盐量越多，血压
越容易升高。因此味噌可能有助降低高血
压，并起到预防中风等疾病的作用。

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美国高血
压杂志》上。

(记者华义)据新华社东京电

■聪明的舌尖

避险逃生“小贴士”

1 、身体正确姿势：蹲下或坐下，尽量蜷曲身体，降低身
体重心；抓住桌腿等牢固的物体；保护头颈、眼睛、口
鼻。

2 、避震时，要注意保护头部。可以用双手将枕头、面
盆、书包等顶在头上，护住头部。

3 、室内避震：应选择室内结实、能掩护身体的物体旁，
易于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开间小、有支撑的地方。比
如蹲伏在写字台、课桌、床、衣柜、冰箱等高大坚固的家
具旁(而不是家具下)，以躲避坠落物砸伤。还应迅速打
开房门，以防房门变形而不能出逃。

4 、空旷房间：可躲在墙角处，因为房屋倒塌时此处会
形成倒塌物砸不到的死角，较安全。

5 、卫生间或厨房、过道、储藏室：快速关闭电源和煤气
管道的阀门，然后躲在墙角。因为卫生间和厨房的房顶
跨度较其他房间小，且有上下水管道和暖气管道穿行
其间增加了牢固性、稳定性、抗震性，故不易倒塌伤人。

6 、外墙、阳台不能躲，楼梯、电梯最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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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近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市场拍摄的待售鸡蛋。“毒鸡蛋”风波在欧洲导致荷兰、比利
时和德国等多国下架数以百万计的鸡蛋。 新华社记者叶平凡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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