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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05

儿子腹泻后的追问：
超市19.8元/斤的“鳕鱼”是真的吗？
专家称：这种“鳕鱼”实为油鱼，大量油脂会致腹泻，一般不作为食用

2018年12月5日
星期三

消费者：
吃了“鳕鱼”当晚
6岁儿子拉出黄色油状液体

在购买鳕鱼之前，刘悦只听说
其营养价值很高，但并不清楚这类
食品价格不菲。11 月 23 日，她在永
辉超市成都双楠店购买了6两多的
冷冻“鳕鱼块”，购买之前，她看清了
在标有“19.8 元一斤”的价格标签
上，注明了“鳕鱼块”的字样。两天之
后的晚饭，6岁的儿子吃了一些鳕鱼
和青菜，当晚11点左右，突然出现了
呕吐的症状。儿子在呕吐之后，出现
了拉肚子的症状，排泄物是呈油状
的黄色液体，刘悦这才意识到，可能
跟晚饭吃的东西有关，她随后在网
上查关于鳕鱼的资料，没想到竟然
搜出了很多关于销售“假鳕鱼”的报
道，而真正的鳕鱼动辄上百元一斤
的价格，更让她大吃一惊。

经过四川省妇女儿童医院诊
断，刘悦的儿子为急性肠胃炎，进一
步的检查后，其呕吐导致了肠套叠，
刘悦说，医生最终判定是食物导致
的急性肠胃炎。事发后，她向超市告
知了这一情况，想让超市来承担儿
子的医药费，但始终没有一个结果。
而19.8元一斤买的“鳕鱼块”到底是
真是假，也不得而知。

超市：
出售标签注明“鳕鱼块”
出厂检验报告上为“水鳕鱼”

12 月 4 日，记者前往刘悦购买
“鳕鱼块”的永辉超市双楠店，生鲜
食品区域仍有“鳕鱼块”在销售，价
格为19.8元一斤，在一张合格证上，
注明其经销商为上海海天下冷冻食
品有限公司。

记者随后又在上海海天下冷冻
食品有限公司对这批产品出具的出
厂检验报告中看到，产品名称为“水
鳕鱼（整条）切片”，而在永辉超市的
生鲜食品区域，出售标签上标注的
是“鳕鱼块”。

当日下午，记者在永辉超市双
楠店生鲜食品区域找到了超市水产
组负责人，对方表示对产品名称不
一致并不清楚，随后，超市方面另一
位工作人员出面表示，将会和顾客
进行协商解决，并且会给顾客一个
答复。当被问起销售产品标注的名
称为什么和出厂检验报告上的产品
名称不一致时，该工作人员表示无
法给记者一个权威的答复。

当日晚些时候，记者联系上了
上海海天下冷冻食品有限公司成
都的销售负责人，对方表示他们供
给永辉超市的水鳕鱼的成分名叫

细鳞壮鳕，不过要达到鳕鱼的标准
肯定是不可能的，超市主要是让老
百姓好记，更有辨识度，因此打的
名称为“鳕鱼块”。“我们已经向商
家发了一份国家海关出具的“水鳕
鱼”成分报告。”该负责人说。但当
记者提出希望看看这份成分报告
时，被对方拒绝。

专家：
十几元一斤的鳕鱼实为油鱼
大量油脂会致腹泻

12 月 3 日，刘悦把从永辉超市
购买的“鳕鱼块”带到了成都市农林
科学院，该院水产研究所养殖研究
室主任魏文燕在看了样品之后称，

“鳕鱼块”的品种并非鳕鱼，而是油
鱼。“很多超市里面，尽管标注的是
鳕鱼，但其实都是油鱼，从价格上就
明显看得出来，任何一个地方鳕鱼
不可能只卖一、二十元一斤，真正的
鳕鱼根据产地不同价格会有差异，
但批发价都是上百元一斤。”

魏文燕告诉记者，油鱼里面有
大量的油脂，在国外主要用于工业，
可以提取里面的油脂做润滑油，一
般不作为食用，“这种油脂一般人体
难以代谢，因此对于婴幼儿来说本
身消化系统发育不完全，所以对这
种油脂很敏感，就会造成腹泻。”

广元昭化3个小伙分别娶回缅甸
媳妇，结果共付了12万余元彩礼一起
生活几天后，“缅甸媳妇”借早晨跑步
锻炼时，陆续消失了。近日，广元警方
成功侦破了这起跨国婚恋诈骗案。

据“广元刑侦”消息，2018年11月
7 日，广元市公安局昭化区分局元坝
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群众尹某报案，
称其与谭某等人相继被骗 12 万余元
人民币，请求民警帮助。

经派出所值班民警了解到，同年
10月底，户籍地为昭化区柳桥乡的犯
罪嫌疑人张松（化名）带领3名自称缅
甸籍的女子，分别介绍给尹某、谭某等
3 人当老婆，同时以给彩礼钱及办证
钱为由，要求尹某3人每人支付6万元
彩礼费用。随即尹某、谭某等3人共支
付给犯罪嫌疑人张松（化名）12 余万
元人民币，但支付完彩礼费用几天后，
3 名缅甸女子相继悄悄离开，不知去
向。尹某、谭某等 3 人遂发现自己被
骗，向公安机关报案。

专案民警通过摸排布控，发现辖
区近期确实有缅甸籍人员来访，且得
知一辆云南牌照的车辆信息。随后，专
案民警从犯罪嫌疑人张松（化名）入
手，寻觅犯罪嫌疑人踪迹，并查清张松
乘坐的云南牌照、广元牌照两辆车辆。

11月18日，专案民警根据前期摸
排信息，赶赴青川县找到嫌疑人位置，
再一路跟踪嫌疑人到广元市城区，一
举将4名嫌疑人抓获。通过审讯，4名
嫌疑人均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罪
行。专案组民警随后相继远赴安徽、云
南，将该案嫌疑人全部抓捕到位。

据广元昭化警方办案民警介绍，
张松是昭化区人，长期在云南瑞丽打
工，期间认识了另外一名云南的嫌疑
男子。两人经常一起出入，认识了涉嫌
作案的 3 名缅甸籍女子，几人经过商
量，决定实施骗婚诈骗。

张松将 3 名女子带回昭化后，通
过他人介绍，将3人介绍给了尹某等3
人，约定彩礼每人6万，先一共支付了
12 万余元，3 名缅甸籍女子分别跟随
尹某等三人一起生活，张松则以办理
护照、结婚证等离开，约定等办好后支
付尾款。

民警介绍，在事发前，张松就和3
名缅甸籍女子约定好，趁机逃离后给他
打电话，他开车去接，然后寻找下一个
目标行骗。而她们逃离的方式则是在跟
随尹某等人一起生活后，每天早上就出
去跑步，让尹某等人认为是她们的生活
习惯，在放松警惕时趁机逃离。

广元警方提醒：迎娶外国新娘需
谨慎。在此类骗婚案中，犯罪分子往
往抓住受害家庭急于为儿子寻求配
偶且贪图结婚成本低等心理，以结婚
的名义骗取被害人礼金，以达到诈骗
的目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汤小均

12月4日是第五个国家宪法日，
这一周也是第一个“宪法宣传周”。昨
日，一场以“公园城市 法治同行”为主
题的“12·4”国家宪法日绿道骑行活动
暨我市改革开放 40 周年法治建设成
果展在武侯区天府芙蓉园举行。

据悉，今年荣获第四批全国法治示
范县（市、区）创建活动先进单位的，成
都市共有武侯区、锦江区、成华区、青白
江区、新都区、郫都区6个区（市）县获此
殊荣，获奖数量在全国副省级城市和省
会城市中名列第一。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柳行

在成都另一家永辉超市的生鲜
区域，各种鳕鱼通过分割和整条真
空的方式进行出售，同样是“海天
下”的散装“鳕鱼块”，买两斤以上的
单价同样为19.8元。同时，记者发现
了同样被标注为“银鳕鱼”的产品，
价格达到了338元一斤，其肉色雪
白，鱼鳞很小。销售该鳕鱼的一位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19.8元一斤的散
装“鳕鱼块”，实为油鱼，等解冻后就
是一包水，但是商家一般都是打着
鳕鱼的名义在卖。

在成都双楠的伊藤洋华堂商
场，被注明为“鳕鱼”的产品全是真
空包装，最便宜的为49.9元/300g，
最贵的为319元/500g。而在盒马鲜
生市场，鳕鱼产品价格最低的为
49.9元/180g，最贵的为139元/350g。

盒马鲜生市场一位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因为牌子、重量、部位不同，
所以鳕鱼的价格会有差异，加上鳕鱼
分很多种类，价格不同很正常。不过
记者发现，大多数被标注为“鳕鱼”的
产品，其单价基本都在百元以上。

随后记者又来到成都一家家乐
福超市，其销售的银鳕鱼单价为239
元/500g，这里同样有25.9元/500g
的便宜货，但家乐福超市的出售标
签上，注明的是“水鳕鱼”。在成都青
石桥海鲜市场，记者询问了多名出
售鳕鱼的商家，其单价多在140元到
180元之间，对于20元左右一斤的鳕
鱼，多名商家甚至闻所未闻。

12月4日，武侯区红牌楼街道办
事处相关人员向记者回应，将对商
家和消费者之间的问题进行协商，
同时会对商家进行调查，会根据调
查结果对此事做进一步处理。

记者调查：鳕鱼单价不下百元

鳕鱼

油鱼

如何辨别真假鳕鱼？魏文燕表示，一般商场里面的假鳕鱼冻的冰块都比
较大，尽管透过冰块看上去不是特别明显，但也能发现端倪，“真正的鳕鱼肉
质是洁白的，油鱼则能看到肉质偏黄，并且肉块里面还有红色的血丝，鳕鱼
是没有的。”在解冻之后，从肉质的纹理上看，真正的鳕鱼肉是很细腻和紧凑
的，油鱼在解冻之后，肉质和肌纤维很疏松，解冻的水里面会含有一些油脂
颗粒，摸起来有油腻的感觉，作为普通的群众不会辨别。“油鱼的肉质本身是
没有毒的，但婴幼儿食用造成代谢不了，从而腹泻，成年人也要看个人的身
体素质。”

魏文燕介绍，水鳕鱼其实就是油鱼的一种俗称。记者在网上查询发现，
水鳕鱼学名为异鳞蛇鲭，因水分较多而导致肉质松散。而网上对油鱼的定义
正是“异鳞蛇鲭的通称”，含大量蜡脂，由于人体无法分解及吸收蜡脂，肠道
受刺激后会出现腹泻现象，排出橙黄色的油脂，但不会中毒。

小小//贴贴//士士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逯望一 实习生 陈红 摄影报道

69岁大爷蒙眼搭起平衡木
想去火车上挑战高难度

因6岁的儿子在吃了超市19.8元一斤的“鳕鱼”之后，出现腹泻症状，被诊断出急性肠胃炎，刘悦
（化名）怀疑自己购买的“鳕鱼”有问题。12月3日，她将“鳕鱼块”样品带到了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水产研
究所，研究人员根据其低廉的价格、疏松的肉质以及大量的油脂判断，“鳕鱼”实际上为油鱼，其高油脂
会影响婴幼儿代谢，导致腹泻。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出售“鳕鱼块”的永辉超市双楠店，其产品出厂检验
报告中的名称，与超市出售标签上的名称并不一致。而市面上的真鳕鱼价格，单价超过百元甚至达几百
元，截至12月4日，超市方面还未就此事对媒体做出正面回应，武侯区相关部门已介入调查。 3名小伙娶“洋媳妇”

付完12万彩礼
“媳妇”不见了

“国家宪法日”
看法治成果展

排列3第18331期全国销售
15155820元。开奖号码：458。直
选全国中奖6978注，单注奖金
1040元；组选6全国中奖12933注，
单注奖金173元。7971996.43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18331期全国销售
10352568 元 。开 奖 号 码 ：
45877。一等奖24注，单注奖金10
万元。232029322.88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7星彩第18142期全国销售
12164732 元 。开 奖 号 码 ：
5001407，一等奖：0注；二等奖4
注，每注奖金76801元；三等奖171
注 ，每 注 奖 金 1800 元 。
（55249249.5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
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
年2月2日)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双
色球第2018142期开奖结果：
05 08 10 11 27 28+11。

中国福利彩票福彩3D第
2018331期开奖结果：108。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
的结果为准)

福彩

兑彩票
体彩

眼睛上蒙着红色布条，双手拿
起两根木条交叉一搭，依次在下方增
加木条，从短到长，慢慢地就像搭出
了一个开屏的孔雀尾巴。69岁的汪
留成不仅能让 20 多根木条保持平
衡，甚至还能将它们放在钉子上、头
顶上和雕塑上，这是汪留成的绝技。

2016 年春，在建筑工地做临时
工的汪留成看到装修废料中有木
条，一时兴起搭起来玩，不想第一次
就成功搭起10多根，从此一发不可
收拾，利用送孙子上学和空闲的时
间，汪留成多番“修炼”，如今最高纪
录已经能够搭起48根小木条，大木
条也可以搭起近30根。而据媒体报
道，2014年央视挑战类节目中的挑
战者同样使用棕榈树树枝，一次搭
起的数量为15根。

偶然兴起
建筑工地上开始搭平衡木

12 月 1 日上午，在小区中庭一
个小广场上，汪留成利落地将棕榈
树木条按照长短排开，随后用红色
布条裹住头遮挡视线，蹲下身来，摸
索着将木条拾起，只见汪留成将插
有两个塑料球的两小根木条交叉一
搭，木条稳稳定住，然后，又依次在
木条下方放上一根木条，保持平衡
后，再加一根，很快，汪留成就搭出
了十多根，正面看过去，就像是一个
开屏的孔雀尾巴。

“快来看魔术。”“这不是魔术，
这是平衡。”蒙着眼睛的汪留成听到
围观的邻居说话，忍不住出声纠正，
边说，手里的动作也没有停下。第一
回，10来分钟的时间，汪留成成功搭

起21根平衡木条，小心安放至一旁
的自制的架子上，又搭起第二回，这
一次有22根，汪留成将手里的这一
组放到头顶，再从架子上拿起另一
组，在广场上踱步，一边踱，还一边
做着金鸡独立的姿势。别看搭起来
时显得轻盈飘逸，两组木条加起来
可是有10多斤重呢。

汪留成又搭起第三组，手举着，
穿过小区绿化，将一串平衡木放到
了天鹅雕像的头顶，中途不小心撞
到了树，汪留成赶紧护住，幸好没掉
下来。“哪个搭得那么能干？”进出小
区的邻居们喜闻乐见地拿出手机拍
照，汪留成乐滋滋地回应着大家的
问题，还有人邀请他有机会给小区
邻居们表演表演。“哎呀，我在电视
上看到过（搭平衡木），没想到见到

真人了。”一位大姐说。
说起搭平衡木，汪留成并不是

“老手”。2016年春，汪留成在工地上
干活，偶然留意到有许多木条，从书
上看过“平衡”的介绍，汪留成一时
兴起，捡过木条搭着玩，没想到，一
搭就成功搭起十来根，惹得工友们
喝彩，汪留成这下有了兴致，便对搭
平衡木“着了魔”。

汪留成捡了不少木条回去练
习，不料，妻子却非常反对。“我说他
不务正业，像是小孩子玩的。”汪留成
妻子告诉记者。汪留成明面上答应
了，背地里却偷偷藏了木条在楼顶，
借着没活儿的时间或者送孙子去培
训班的时候，练习一两把。时间长了，
见汪留成自己玩得有趣，家人也就都
默许了。

“纹丝不动”
蒙眼平衡木全靠手感

什么是平衡？汪留成有着自己
的思考，他觉得平衡是科学道理，
世间万物都要有平衡，高科技的导
弹、飞机，没有平衡打不准、飞不起
来，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也要讲究
平衡。汪留成觉得，自己搭木条，也
是有科技含量的。

一开始，汪留成是从工地上捡
废弃的建筑材料，后来，路边行道
树修剪时，汪留成发现，棕榈树的
树枝很适合做平衡木，便捡了回
来，修剪成长短不同的木条，用得
多了，他还在木条上写上了自己的
名字，一头一尾，还轻轻地刷过红
色的油漆。搭的木条越来越多后，
汪留成还用三脚架、木头和钉子做
了一个简易的支架，练习同时搭两
层平衡木时，可以将先搭好的一层
放置在上面。“粗糙得很。”汪留成
笑着说。

搭平衡木也是有诀窍的，汪留
成说，如果只是单纯地搭，空间不
用很大，但是不能有风，二级风还
能勉强搭搭，三级风就肯定不成，
轻微的风还不能是旋风，“小娃娃
在旁边跑快了，这个风也是干扰。”
汪留成说，自己已经摸索出了，微
风的情况下如何搭，行动中的木条
如何保持平衡的技巧。那蒙着眼
睛，怎么掌握木条间的平衡呢？汪
留成说，这就全靠手里的感觉了。

不仅如此，对于自己第一次搭
就成功搭起10多根木条，汪留成开
玩笑说，自己的技巧是“天赐”的。

街头公园表演
不为钱只为开心

汪留成的老家在河南郑州，10
年前因为儿子在成都工作定居，把老
两口接了过来，汪留成说，自己是河
南人，但现在已经是成都人了。虽然
吃穿不愁，但汪留成闲不住，总是骑
着三轮车到处找活做，刷墙、铺地板，
有活就挣点钱，没活就送送孙子，练
练平衡木。

空闲的时候，汪留成也上街头去
表演，电子科大、二环路、人民公园、宽
窄巷子，只要汪留成摆出木条开始搭，
就会吸引几十上百人围观，给他叫好。
汪留成表演，但不是卖艺，有人给他
钱，他也不要。“我不要钱，就是大家看
着好玩，看着高兴。”汪留成说。

但汪留成街头表演也有原则，同
一场表演不超过三次，有闻讯而来没
看到表演的人请他再来一次，他也不
愿意。“时间长了，次数越多，手越不
稳。要是失败了，他们就会觉得，你还
没练好，就是来练习的。”

如今，汪留成已经能举着平衡木
走出十几米，保持10来分钟不掉。有了
成绩后，总有人建议汪留成去上电视、去
央视挑战，汪留成也看过新闻，央视节目
上的其他挑战者只能搭起10多根，而自
己的最高纪录已经达到了48根。

如今头发已经全白的汪留成还
想继续挑战高难度，他告诉红星新闻
记者，他想去火车上试试，在飞驰的
火车上，自己能不能成功，也想过能
不能在高空作业的塔吊上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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