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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芽是老百姓餐桌上的常见食材!

但很多豆芽都是家庭作坊式生产!生产

环境及设备简陋!难以保证质量"近日!

记者走进商水县产业集聚区!探访周家

口无公害豆芽生产基地"

#作为周家口系列食品的其中一

种$$$周家口豆芽!全程实行无公害生

产% &周家口食品生鲜部总监赵中华向

记者介绍说%

'我们的豆子! 是从哈尔滨豆类生

产基地直接采购的! 全部为非转基因

豆% &周家口食品生鲜加工部经理朱涛

说('豆子好!豆芽的品质才会高% 豆子

采购回来后!在淘洗的过程中!剔除出

虫蛀)残破的豆子!再用开水烫并用清

水冲洗浸泡
"

小时后! 放入育芽室内!

这样育出的豆芽不仅外形好看!吃起来

还有一股豆香味儿% &

豆芽的培育过程需要大量的水!可

以说是水的质量决定了豆芽的质量 %

'我们现在培育豆芽用的全都是
#$$

米

深的地下水!水温恒定!且没有污染% &

朱涛说!豆芽对水温的要求很高!太冷

或太热都不行%

随后!记者走进育芽车间%室内!在

杀菌灯的光照下!自动喷淋设备正在工

作%'这道工序就是育芽!我们采取的是

电脑自动温控% 豆子发芽时会发热!之

后便通过感应器把信息传给电脑!电脑

指挥设备自动淋水!温度低了则自动加

温!一般豆芽的正常生产周期是
"

到
#

天% &朱涛说%

在'恒温暖房&待足
#

天后!可以上

市的豆芽会被运到传送带前!直到这时!

工人们才有了接触豆芽的机会$$$他

们把育芽箱里的豆芽扒到正在运行的传

送带上! 通过传送带完成脱壳以及清洗

的工作!然后!工人再把豆芽过水)装箱%

朱涛还告诉记者('为了抑制豆芽

的再生长! 保证豆芽的新鲜度和口感!

所有的豆芽在出厂前都要进保鲜库降

温
"

个小时以上!然后再通过冷藏车运

往万果园各超市% &

那么!怎样鉴别豆芽的好坏呢* 朱

涛告诉记者!一看豆芽秆% 自然培育的

豆芽!芽身挺直稍细 !芽脚不软 !光泽

白!而用化肥浸泡过的豆芽!芽秆粗壮

发水!色泽灰白%二看豆芽根%自然培育

的豆芽!根须发育良好!无烂根)烂尖现

象!而用化肥浸泡过的豆芽!经常会根

短)少根或无根%三看豆粒%自然培育的

豆芽!豆粒正常!而用化肥浸泡过的豆

芽豆粒则发蓝% 四看折断后的情况% 豆

芽秆被折断后!无水分冒出的是自然培

育的豆芽!有水分冒出的是用化肥浸泡

过的豆芽%

目前!'周家口豆芽&凭借其优良品

质获得消费者的青睐% 朱涛说('今后!

我们会一直保证品质!让全市人民吃上

+放心豆芽,% &

让市民吃上!放心豆芽"

-$$探访周家口无公害豆芽生产基地

!

记者 岳建辉
本报讯 .记者 马四新 实习生 焦

阳/ 连日来! 杨柳吐絮! 犹如漫天 '飞

雪&% 然而! 漫天飞舞的杨柳絮看似很

美!却给市民带来了无尽的烦恼 !特别

是过敏体质者% 对此!医生提醒(过敏体

质者外出时要戴上口罩 ! 做好防护措

施!尽量避免与杨柳絮接触%

市民张女士连日来深受杨柳絮所

扰% 张女士告诉记者!她对花粉和杨柳

絮过敏! 每年杨柳絮满天飞的时候!她

都不太敢出门 ! 实在没办法需要出门

时!她就戴上口罩和太阳镜!全副武装!

尽管如此!她还要尽可能躲开有杨树和

柳树的地方 !即使这样 !还经常会发生

过敏的情况%

采访中!有张女士这样遭遇的市民

不在少数% 大家纷纷抱怨!现在是出门

不舒服 !待在家里也不舒服 !不敢开窗

透气!不知道啥时候杨柳絮就偷偷'溜&

进来了%

据了解 !杨柳絮本身无毒 !对健康

人群不会造成危害!但杨柳絮在飘飞过

程中附带传播花粉!会导致一些过敏体

质者出现过敏等症状%

随后!记者走访了市区一家医院的

医生% 该医生提醒大家(有支气管哮喘)

过敏性支气管炎及鼻炎)皮肤过敏等症

状的市民!外出时应戴上口罩或围上纱

巾!尽可能避开杨柳絮飞扬的路段% 同

时 !在饮食中 !可以多吃小白菜 )西红

柿)胡萝卜等蔬菜 !有利于降低发生过

敏症状的几率%

本报讯 .记者 刘彦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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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市食品药品评价中心在市

区七一东路同和堂大药店附近开展药

械安全性监测知识宣传% 该中心工作人

员通过多种形式!向市民宣传讲解开展

药械安全性监测工作的重要意义!并指

导市民如何正确购买)使用药品和医疗

器械!使广大市民对药械安全性监测工

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增强了广大市民

安全用药用械意识%

据了解 !此次 !该中心共展出展板

&'

余个! 免费发放宣传资料
&

万余份!

并现场设置咨询台!回答市民的提问%

据介绍!该中心计划在各县.市/逐

步开展药械安全性监测知识宣传!深入

社区基层 !扩大宣传面 !进一步增强全

市人民安全使用药品和医疗器械的意

识%

!

医生提醒(过敏体质者外出时要做好防护措施

又到一年絮飞时

市食品药品评价中心

开展药械安全性
监 测 知 识 宣 传

时下 !同事群 "亲友群 "同学群 "老

乡群" 家长群等各种各样的微信群!正

在渗透和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

生活的一部分#

的确!微信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

利和快乐 !但同时 !也渐渐成为我们生

活中的困扰$

不得不承认!微信里的信息量确实

很大!内容五花八门!有养生知识%有心

灵鸡汤"有时政消息"有亲子教育"有音

乐 "有旅游 "有美图&&在微信的世界

里!我们好像变得无所不能%无所不知$

无论你在什么地方旅游!只需要把图片

往'朋友圈(中一发!便可与亲朋好友分

享美丽的风景和奇妙的旅程# 当然!还

有一部分人成了'微商(!开始淘人生的

'第一桶金(#

大家不难发现 !现在 !很多人不论

是一个人时还是在聚会中 ! 不论是在

车上还是在路上 ! 不论是睡前还是刚

醒来&&都在争分夺秒地刷 '朋友

圈 (!成了不折不扣的 '手机控 (!正常

社交受到了影响 !疏远了亲情 %友情 !

不知不觉中 ! 我们与现实生活貌合神

离#

微信启动页面是一个孤独小人独

自面对星球# 也许人们更愿意把它解读

为微信可以增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帮

人解决孤独问题# 但事实上!仅凭技术

是解决不了人内心的情感需求的!科技

让我们拥有越来越多的自由!也让我们

越来越不自由# 或许!我们应该提醒自

己!别被微信'绑架(了!适度放下手机!

抬起头!享受更真实的精彩生活#

别被微信!绑架"了
!

事新 焦阳

一吐为快

同爱一方热土 共绘文明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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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商水县白寺镇干部在镇敬老院向老人们讲解安全用火用电知识# 近日!白寺镇政府为敬老院新配备了
&'

个

灭火器!并派出镇干部和民警对敬老院老人进行安全教育# 乔连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