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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子是否有毒
测测就知道了
昆明植物研究所研发出检测试剂盒
3~5 分钟可检出鹅膏毒素

鹅膏科真菌 “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
在人们误食毒蘑菇中毒死
亡的案例中，
80%~90%是由剧
毒鹅膏引起的。24日，
记者从中
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获悉，
科研人员已研发出针对鹅膏毒素
的剧毒蘑菇快速检测试剂盒。只
需 3~5 分钟检测，通过观察颜
色，
大家就能知道蘑菇是否含鹅
膏毒素。这个试剂盒的研发填补
了全球该领域的空白。

春节一过，云南人冒着中毒危险
也要吃野生菌的季节又快到了。鹅膏
科野生菌包含著名的可食用的鹅膏，
如 欧 洲 市 场 上 深 受 欢 迎 的“ 凯 撒 鹅
膏”
，以及在我国广为人知的
“鸡蛋菌”
“黄罗伞”
和
“草鸡 ”
等。
但是，该科也囊括了不少有毒的
野生菌，如“致命鹅膏”
“ 灰花纹鹅膏”
和“黄盖鹅膏”等，误食会造成急性肝
损害；
“假褐云斑鹅膏”
“赤脚鹅膏”
等，
误食会引起急性肾损伤；
“ 毒蝇鹅膏”
“土红鹅膏”
“ 残托鹅膏”等，误食会导
致神经精神疾病。在楚雄、曲靖、昆明
等地都有剧毒鹅膏。特别是在楚雄和
曲靖有两种鹅膏，分别是“黄盖鹅膏”

和“致命鹅膏”，与“黄罗伞”和“白罗
伞”这两种鹅膏极为相似。若有人误
食且得不到及时治疗，即可死亡。在
俗称“麻母鸡”的鹅膏中，多个种可以
食用，但其中的灰花纹鹅膏却有剧毒。
在过去 20 余年里，中国科学院昆
明植物研究所东亚植物多样性与生物
地理学重点实验室真菌地衣多样性与
适应性进化团队与国际同行合作，利
用共计 200 余种 1200 余份标本，借助
多基因分子系统发育分析重建了鹅膏
科的系统发育框架，首次明确了鹅膏
科的单系性及其应包含的属，针对鹅
膏科真菌得出结论：
“头上戴帽+腰间
系裙+脚上还穿鞋”
的蘑菇不能吃。

试剂盒 网上可以买到 操作简单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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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观上我们可以分辨出鹅膏科
器插到充电宝上开始加热，然后从一
蘑菇，
那么破碎菌子等又该如何检测呢？ 个盛有黄盖鹅膏菌的玻璃管里，取了
最近，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
一个黄豆粒大小的剂量放进检测试剂
究所真菌地衣多样性与适应性进化团
里，滴上两滴白色的显色液（干蘑菇滴
队传出一个好消息。该团队历时 5 年
2 滴，湿蘑菇滴 1 滴）。拿起研磨棒磨
多，获得一项国家发明专利
“一种剧毒
碎、搅拌均匀，放到加热器中加热 2 分
蘑菇的快速检测方法”授权。通过与
钟后，拿出来便可看到颜色为蓝绿色。
企业合作并授权实施许可，完成首批
据介绍，
其他一些菌子也会与显色
鹅膏环肽毒素剧毒蘑菇快速检测试剂
液发生颜色反应，但只有含 α-鹅膏毒
盒产品的研发生产。
肽的才会呈现蓝绿色。目前，大家在
记者在科研实验室看到，这种快 “中科昆植科学传播中心”
微信公众号
速检测试剂盒方便小巧，盒子里有 2A
可以买到试剂盒。试剂盒目前仅供科
充电宝、加热器、检测试剂、显色液、研
学研究，暂时不用于临床，下一步将逐
磨棒、比色卡和使用说明书。副研究
渐走向临床使用和食品检测。
员罗宏说：
“ 操作很简单，而且很快。”
本报记者 杨质高
他拆开一个快速检测试剂盒，把加热
实习生 聂亚 摄影报道

中石化易捷便利店
在省委党校校园服务中心营业
2 月 19 日，云南省委党校中国石化
易捷便利店在中共云南省委党校校园服
务中心正式开业。便利店位于党校服务
中心一楼，占地 600 平方米，采用“便利
店+”
模式，
分别设计打造了便利店商品
区、打字复印区、烘焙区、餐吧休闲区等
5 个区域，
集百货销售、加油卡、办公、休
息、品牌展示等功能，供应鸥露纸、卓玛
泉等 600 多种商品，其中包含近 200 种
云南 16 个州市的特色商品。19 日开业
以来，日均销售额突破 3000 元，为广大
师生带来了中国石化优质的服务体验。
据悉，
便利店从项目启动建设到开业
仅 10 余天，24 小时为校园师生提供服
务。下一步，
云南石油将易捷便利店逐步
拓展到州市党委党校，
择机将便利店开进
大学校园，
在做大销售规模的同时提升中
国石化及易捷品牌的形象和影响力。
通讯员 周科 胡志明 摄影报道

昆明 2 月 25 日 晴 9～22℃

紫外线强
注意防晒
最近几天，云南大部春光明媚。虽然春天
的日温差仍然较大，但白天在暖阳的助力下，
气温是让人感觉舒适的。昨天，省内大部的最
高气温继续维持在“2”字头，元江一路“领跑”，
以 32.6℃的气温占据高温榜榜首。
感受过冬天的寒意，春日的暖阳让大家都
想沐浴在阳光中，外出时便忽略了防晒。春日
的紫外线强度可不容小视。像昆明，紫外线强
度已连续 6 天达到了较高级 4 级。过度日晒会
破坏正常表皮角化过程，皮肤屏障容易受损，
水分丢失，更容易使皮肤变得粗糙、敏感。预
计未来两天，除了滇东边缘局地外，云南大部
的紫外线强度依然很强，大家在阳光强烈的时
段外出时，要用遮阳伞、遮阳帽、防晒霜等把自
己全副武装起来，以免被晒伤。
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昆明主城区晴，气温
9～22℃。全省范围内，
怒江、
保山北部多云有阵
雨，
昭通北部、
文山南部、
红河南部阴天间多云有
小雨局部中雨，
其他地区晴。 本报记者 孙琴霞

蔬菜零售价
环比略涨
据云南省商务厅生活必需品监测平台数据
显示，上周（2 月 15 日—21 日）全省生活必需品
市场供需平稳，所监测的 12 大类商品环比呈
“4
涨 1 平 7 跌”态势运行。其中，水果、白条鸡、食
盐、蔬菜平均零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1.6%、
1.6%、0.9%、0.4%；
食糖、水产品、粮食、奶制品、
肉类平均零售价格环比分别下跌 0.1%、0.3%、
0.4%、0.6%、0.8%。具体运行情况如下：
水果零售价格环比小幅上涨。据 120 家超
市、农贸市场监测数据显示，上周全省水果平
均零售价格环比上涨 1.6%。
禽蛋类零售价格环比禽涨蛋跌。据150家
超市监测数据显示，
上周全省白条鸡平均零售价格环
比上涨1.6%。鲜鸡蛋平均零售价格环比下跌1.4%。
调味品零售价格环比盐涨糖跌。据126家
超市监测数据显示，
上周全省食盐平均零售价格环
比上涨0.9%。食糖平均零售价格环比下跌0.1%。
蔬菜零售价格环比略涨。据180家超市、
农
贸市场30个菜品的监测数据显示，
上周全省蔬菜
平均零售价格环比上涨0.4%。
瓶装饮用水零售价格环比持平。据100家
超市监测数据显示，
上周全省瓶装饮用水平均零售
价格环比持平。
水产品类零售价格环比略跌。据80 家超
市、
农贸市场监测数据显示，
上周全省水产品平均
零售价格环比下跌0.3%。
粮油零售价格环比均跌。据110家超市监测
数据显示，
上周全省粮食平均零售价格环比下跌0.4%。
奶制品零售价格环比小幅下跌。据100家
超市监测数据显示，
上周全省奶制品平均零售价格
环比下跌0.6%。
肉类零售价格环比小幅下跌。据125家超
市、
农贸市场监测数据显示，
上周全省肉类平均零
售价格环比下跌0.8%。
本报记者 曹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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