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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当前，野生蘑菇进入生长旺季，我省误采
误食有毒野生蘑菇中毒事件频发。

今年1月1日至7月7日， 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已收到有毒蘑菇中毒事件报告88起，死
亡 10人， 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
150%。

7月8日， 省食安办邀请专家举办“毒蘑
菇”专题科普活动，教授大家采食野生蘑菇的
基本常识，提醒大家野生蘑菇不能乱吃。

中毒事件频发
———家庭是主要场所，农村中老年

是重点人群

“当前正是误食有毒野生蘑菇中毒的高
峰期，要引起高度重视。”省疾控中心副主任
医师梁进军介绍， 根据省疾控中心监测，今
年， 我省误食有毒蘑菇中毒事件主要发生场
所为家庭、宾馆饭店和单位食堂，其中，家庭
为主要场所。在全省发生的88起中毒事件中，
81起发生在家庭；10起中毒死亡事件全部发
生在家庭。

“农村中老年是重点人群。” 梁进军说，
农村中老年人缺少对剧毒蘑菇的鉴别能力，
误食中毒的情况时有发生。

据湖南师范大学真菌研究室的调查显
示，在我省，有毒蘑菇种类达30多种，可产生7
种不同的中毒症状类型。其中，80%以上的中
毒起数、 中毒人数和死亡是由误食鹅膏菌属

的种类所引起，而灰花纹鹅膏菌、裂皮鹅膏为
“罪魁祸首”，被业界称为“杀人狂魔”；其次是
亚稀褶红菇。

存在五大误区
———长相普通和虫咬过的蘑菇

不一定安全

野生蘑菇营养价值高，味道鲜美，深受人
们喜欢， 民间曾流传很多种鉴别有毒蘑菇的
方法。

“这些方法并不科学。” 湖南师范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教授、 真菌研究室主任陈作红介
绍，民间流传的鉴别方法存在五大误区。

误区一：鲜艳的蘑菇有毒，颜色普通的蘑
菇无毒。事实上，鸡油菌、褶孔牛肝菌颜色鲜
艳，却美味可食用；而“长相平平”的灰花纹鹅
膏菌则有剧毒。

误区二：长在潮湿地方的蘑菇有毒，长在
清洁地方的蘑菇无毒。事实上，有些长在松林
中的鹅膏菌、口蘑、红菇也是有毒蘑菇。

误区三：虫咬过的蘑菇无毒。事实上，一
些有毒蘑菇成熟后同样会长虫。

误区四：用银器可试出毒蘑菇。事实上，
蘑菇毒素多为生物碱， 不能与银器发生化学
反应。

误区五：高温煮熟就没有毒了。事实上，
毒蘑菇的毒素稳定耐热， 一般烹调方法无法
消除毒性。

如何辨别有毒蘑菇？
“凡是‘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

的蘑菇肯定有毒。”陈作红教授说，头上戴帽
指有菌盖，腰间系裙指有菌环，脚上穿鞋指有
菌托，这类蘑菇千万不能采食。

中毒后如何就诊
———去大医院治疗， 请专家鉴定

有毒蘑菇种类

如何防止误食有毒野生蘑菇中毒事件的
发生？

“加大宣传，让老百姓认识到有毒蘑菇
的危害，不去采食。”陈作红教授说，在蘑菇
生长旺季，要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告知广大
百姓。

今年6月，省食安办专门下发了《关于加
强误食野生蘑菇和工业酒精中毒防控工作的
紧急通知》，要求各部门加大宣传，紧盯集体
聚餐单位、农贸市场、景区市场、农村集市、农
家乐和餐馆等重点场所， 严厉打击违法销售
和加工野生蘑菇行为， 严防有毒野生蘑菇流
入餐桌，发生中毒事件。

“一旦误食有毒野生蘑菇要及时就诊。”
省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梁进军提醒， 蘑菇种
类不同，所含的毒素也不相同，很多有毒蘑菇
的毒素会潜伏在体内，发作后还会出现反复。
如果误食了有毒蘑菇， 一定要及时到大医院
就诊，并请菌类专家鉴定毒蘑菇种类，以便对
症下药。

“用催吐（指使用各种方法，促进呕吐）的
方法，将有毒蘑菇呕吐出来，也是有效的急救
法。” 梁进军说。

野生蘑菇不能想吃就吃

湖南日报7月8日讯 （通讯员 文娅龄 武科
记者 段涵敏）今日，刚刚出生一天的女婴欢欢
（化名）因为早产，不得不离开妈妈的怀抱，在省
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接受治疗。一天前，她迫不
及待地降临，出生在赶往医院的车上。

7月7日上午8时52分，一辆白色私家车在交
警的指引下，停在省妇幼保健院的急诊前坪。交
警下车后大声呼救：“医生，快来啊，有宝宝已经
生出来了！” 急诊科护士蔡亮新听到呼救后，一
边通知刘秋红医生，一边推着平车冲了出去。

蔡亮新打开汽车后座车门， 就看见一名
产妇横躺在座椅上，婴儿已经出生，躺在妈妈
的双腿之间。刘秋红医生当机立断，决定在车
内为宝宝断脐。 闻讯赶来的医护人员扯开了
一床被单， 进行围挡， 搭造了一个简易的产
房。护士将准备好的产包、婴儿包打开，刘秋
红立即钻进车内消毒、戴手套为宝宝断脐。宝
宝被抱出来后， 蔡亮新马上为她擦干净身上
的血渍，包裹好抱在怀中。此时，产房的助产
士也赶到现场，大家合力将产妇送至病房。

据悉， 今年36岁的江女士是一位二胎妈
妈， 怀孕35周多的她于6日回到醴陵市的娘
家，7日早上，她突然感觉腹痛，家人赶紧开车
赶往医院。 下了高速后， 江女士一家害怕堵
车，便求助于交警。

省妇幼保健院急诊科主任刘溯提醒准妈
妈们:在孕期一定要规律产检，有任何异常情
况都不要忽视。当出现见红、破水、规律腹痛
等产兆时一定要及时就医， 尤其是二胎妈妈
们，由于产道已经扩张，产程相对较短。若是
在路途中出现紧急情况，最好就近选择医院，
以确保母婴安全。

孕妇车上产子 急诊前坪秒变临时产房

湖南日报7月8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讯
员 李鑫）在日前结束的第十三届中国医师协
会眼科医师分会年会上， 中南大学爱尔眼科
学院院长唐仕波领衔成立了首个全国性眼遗
传病学组， 会上专家们就眼遗传病研究突破
展开了热烈讨论， 并对未来的眼遗传病学组
的发展目标统一了认识。

在学组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上， 唐仕波
展示了研究团队在遗传性视网膜劈裂症
（X-Linked� retinoschisis）疾病取得的一系列
成果， 体外利用病人尿液细胞建立诱导性多
功能干细胞株， 结合患者特异性突变的小鼠
模型探索疾病发病机制和治疗新策略。 中南
大学爱尔眼科学院陈建苏教授分享了关于

《诱导多功能干细胞在眼遗传病-视网膜色素
变性（retinitis� pigmentosa，RP）疾病的应用》
的研究等。 上述研究成果有望实现眼遗传病
患者家族成员的早期病变诊断、 病变机制确
定以及早期靶向干预，降低眼遗传病的危害，
为下一步评估并筛选针对突变型眼遗传疾病
的个体化药物打下良好的基础， 也对未来通
过基因编辑和干细胞治疗遗传性眼病具有重
要意义。

首个全国性眼遗传病学组成立

湖南日报7月8日讯 （记者 黄利飞）科
创板拟上市公司澜起科技今天进行网上和
网下申购， 其股票发行价格为24.80元/股，
网上申购代码为787008。今天起至7月12日
5个交易日期间， 单周共有22家企业发行，
新股发行数量创下A股IPO新纪录。 其中，
21只为科创板新股，1只为沪市主板新股。

数据显示，截至7月5日，上交所已受
理142家公司提交的发行上市申请，向118
家公司发出了首轮问询函。 科创板股票上
市委员会已审议通过31家公司的发行上
市申请，已有25家公司获得证监会同意注
册的批复。

根据上交所时间规划，科创板将于7月

22日开市，首批上市公司正是获得注册批
复的25家公司，包括睿创微纳、天准科技、
澜起科技等。从行业来看，这些公司集中在
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以及
专用设备制造业行业；从注册地来看，首批
上市公司来自北京和上海的最多， 均为5
家；其次是江苏省4家；浙江省、广东省各3
家；陕西省2家，山东、福建、黑龙江各1家。

湖南目前有2家公司的科创板上市申
请被受理。 其中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进度较其他企业更快， 其4月4日获受
理，4月17日获问询， 目前的审核状态为
“已问询”；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
审核状态为“已受理”，受理时间6月26日。

科创板首批企业将在7月22日上市交易
湘企威胜信息的审核状态为“已问询”，进度较其他湘企更快

湖南日报7月8日讯（记者 黄利飞 通
讯员 刘泉子） 巡查发现山体滑坡险情、上
报险情、疏散撤离群众、拉设警戒线、启动
应急处置……昨天， 衡东县霞流镇成功避
险一起滑坡地质灾害， 及时疏散群众33
人，未造成人员伤亡事故。

昨日凌晨，衡东县普降暴雨，且降雨时
间持续到上午10时。早上7时,全县各乡镇
迅速组织村组和监测人员开展巡查排查。

早上8时， 霞流镇兴垅村村干部在巡
查中发现该村二组出现山体滑坡险情。霞
流镇政府立即将情况反馈到县自然资源
局地质灾害值班室， 并安排镇村干部疏散
撤离群众，拉设警戒线；局值班室立即组织

工作人员和技术员奔赴现场。 经现场查看
和无人机勘察， 该处滑坡体长约60米、裂
缝宽约3米，可见深度约4米，且裂缝还在
进一步加剧， 严重威胁6栋房屋33人的生
命财产安全。 县自然资源局和镇政府立即
启动应急处置。

截至上午11时，滑坡体裂缝扩至6米，
可见深度约8米，损坏房屋2间，直接经济
损失15万元。由于及时疏散撤离了居住群
众，没有发生人员伤亡事故，成功避险了一
起滑坡地质灾害。

目前，衡东县自然资源局和霞流镇政府
已对撤离群众的生活住宿进行了妥善安排，
技术支撑单位正在加紧制定应急处置方案。

衡东成功避险一起滑坡地质灾害
及时疏散群众33人，未造成人员伤亡事故

湖南日报7月8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
讯员 吴文捷） 为3242名环卫工人捐赠超
过3亿元保额的专属保险， 为贫困学子捐
款，快闪《我和我的祖国》……7月6日，新华
保险第十九届客户服务节在常德开幕。客
户服务节将开展“文化进万家”“臻爱进万
家”“守护进万家”三大系列主题活动，为新
华保险客户提供全面的保险服务。

当天， 新华保险还举行了关
爱全国环卫工人大型公益行动常
德站捐赠仪式， 为常德市3242名
环卫工人捐赠超过3亿元保额的
专属保险。

本届客户服务节为期3个月，
新华保险全国1700多家分支机构
将通过特色服务，为3000余万客户
送去关爱。据了解，客户服务节是新
华保险回馈客户、 提升服务的重要

举措，从2001年开始已连续举办18届。
数据显示，新华保险今年一季度总保费

收入432亿元，增速创近5年新高。新华保险
副总裁刘亦工表示，该公司始终坚持回归保
险本源，践行企业社会责任，转型后发优势
已经开始凸显，增速高于行业整体水平。

新华保险第十九届客户服务节开幕
全国1700多家分支机构将通过特色服务，为3000余

万客户送去关爱

湖南日报7月8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
讯员 郭萍 陈婧 杨天午）今天是第七个全
国保险公众宣传日。以“爱国爱家，从一份
保障开始”为主题，湖南保险行业积极开展
“扶贫公益跑”“保险宣传进社区、 进学校、
进机关、进农村、进企业”等系列活动，向保
险扶贫项目捐赠爱心善款， 向社会公众宣
传保险知识。

中国人保财险在湘组织开展“主题短
视频推广”“保险扶贫成果图片展” 等宣传
活动，通过开展企业开放日、设立咨询服务
台、 公益性社会服务、 发放宣传资料等形
式，加强与公众的互动交流，宣传保险功能
作用，加深公众对保险的了解。

中国人寿湖南省分公司开展系列活
动，让公众更客观地认识保险的本质功能；
以“保险扶贫公益跑”为契机，加快推进保

险精准扶贫。 该公司已对口支持百余个扶
贫点，承办92个县区“扶贫特惠保”业务，
近两年累计承保贫困户达到400多万人
次，共计提供8000多亿元的风险保障。

太平洋寿险湖南分公司走进学校、
农村、社区、企业，向公众介绍公司保险
产品及特色服务， 解答居民在金融消费
中遇到的难题；通过“安全带-生命带”
宣传活动微信公众号以及实地宣传方
式，向乘客、车主、驾校学员等宣传普及
安全带相关知识， 引导社会公众注意出
行安全，并向参与人员赠送出行保障。

新华保险、太平人寿、阳光人寿、中英
人寿等在湘保险机构， 组织行业带动社会
公众为贫困县（市）捐赠，为当地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提供公益性保险服务，防止因病、
因灾致贫。

湖南保险业开展保险公众宣传
普及保险知识 助力精准扶贫

书香暑假
7月8日， 长沙市雨花亭

路口一处书市， 学生在阅读
和选购书籍。 暑期到来， 省
会长沙各大书市人气剧增，
众多学生前往书店选购图
书， 享受阅读的乐趣。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