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冯浕 美编：刘丹阳
2019年9月4日 星期三05 民生·提醒

又到开学季，不少
家长开始采购儿童

用品，从儿童书包到儿童牛
奶、儿童水饺，与“儿童”相关
的产品都被放入购物车中。

记者发现，很多家长在
给孩子购买食品时更青睐
冠以“儿童”字样的食品，认
为它们更符合孩子的身体发
育需要，而这类食品往往价
格较高。这些打着“儿童食
品”旗号的食品是否真的适
合儿童？记者展开了调查。

有的家长被“洗脑”
对儿童食品深信不疑

记者走访了广州一些大型
超市，发现冠有“儿童”字样的食
品确实不少，与同类的普通食品
相比，这些食品无一例外有着颇
受儿童喜爱的卡通图案包装。

记者在广州市天河区一家
大型超市看到，零食区货架上一
款盒装的“儿童饼干”吸引了不
少孩子的围观，饼干盒封面颜色
鲜艳，并印有精美可爱的熊猫图
案。正在挑选该商品的何女士
告诉记者，“小孩买东西就喜欢
可爱的包装盒，无论多贵都嚷着
要买。”

除了孩子喜欢，妈妈们似乎
也愿意为此买单。这些“儿童食
品”大多在显眼处标有“含多种
儿童成长必需的营养元素”“妈
妈呵护宝宝的首选”等字样，相
比普通食品，价格也普遍高出一

大截。
号称“添加多种矿物质、完

全无菌、源自高山或地下水”的
“婴儿水”，出现在各大超市、电
商平台，售价高达二三十元一
瓶。广州的刘女士似乎“着了
魔”一样，对商家宣称的“无菌”
深信不疑，甚至连给宝宝冲奶
粉、煮粥都要用“婴儿水”。2019
年4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
心对2003名受访儿童家长进行
的一项调查显示，84.8%的受访
家长更倾向于给孩子购买有“儿
童食品”字样的产品。

上过当的肖女士则认为买
“婴儿水”这样的“儿童食品”等
于交“智商税”。最近肖女士购
买了一款12.5元的“寿桃”牌儿童
胡萝卜面，据超市促销人员介

绍，该款面条不含添加剂，且含
有大量儿童所需的营养元素。
但肖女士回到家仔细检查配料
表才发现，除添加了2%的胡萝
卜粉，其他配料和普通面条一
样，“何来更加营养呢？”

自造概念、炒作噱头
“儿童食品”市场鱼龙混杂

记者采访发现，一些企业把
“儿童食品”当成了宣传噱头，宣
称产品“营养价值高”“孩子更爱
吃”，这背后其实与商家营销手
段密切相关：

——炒作概念，部分“儿童
食品”与普通食品成分无区别。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看到一款“欣
和零添加减盐型天然亲宝有机
酱油”，客服告诉记者，该酱油含
盐量比较低，适合一岁到三岁的
宝宝。然而记者查看成分表后
发现，“钠”的含量达到了每10毫
升500毫克，不仅与普通酱油无
异，更称不上“低盐”——根据食
品营养标签的国家标准，每100

克或100毫升食品中钠的含量小
于或等于 120 毫克才属于“低
盐”。

江苏省消保委2018年发布
的酱油产品比较试验报告显示，
5款宣称为“儿童酱油”的产品在
营养元素等指标上与普通酱油
并无太大差异，甚至一些“儿童
酱油”钠含量比普通酱油还高。
江苏省消保委提示，目前我国没
有“儿童酱油”的相关产品标准，
记者查询相关国家标准发现，现
有的酱油分类标准主要依据成
分和制作工艺分为酿造酱油、再
制酱油等，并没有依据食用者年
龄划分的酱油类型。

——名不副实，部分产品宣
称适用人群与实际不符合。第三
方婴童产品测评平台小红花测评
从网上选购了10款热销的宝宝面
条，价格在6.8元/件至119元/件之
间，这些产品均在产品详情页面
宣称适用于6个月以上的宝宝食
用。然而，平台委托珠海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技术中心检验发现，
测评中一半面条的铁含量都不符
合婴幼儿辅食国标要求。

——部分儿童食品为了增
加口感加入多种添加剂。记者
在广州某超市冷冻区发现一款

“儿童菲力牛排”，从牛排配料表
成分来看，与该品牌的其他牛排
产品几乎一致，且含有食用香精
等8种食品添加剂。

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教
授柳春红表示，一些产品为了迎
合儿童口味，可能加入更多食品
添加剂如色素、调味料等。事实
上，目前食品添加剂国家标准的

制定是基于体重60公斤的成年
人为参考而设定的，并没有针对
儿童制定添加剂限量标准。“若
儿童食用含有过多添加剂的食
品，可能产生急、慢性毒性，当然
这些都与最终摄入的剂量有
关。”

“儿童食品”市场亟待整治
莫让商家钻空子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国内国
际对于儿童的年龄划分界限比
较模糊，商家为了开拓消费市场
故意制造概念、营造噱头，自造

“儿童食品”概念。柳春红等专
家认为，必须在“儿童食品”管理
上下功夫：

首先，建立儿童食品标准或
者儿童食品指南。广东省食品
安全质量协会执行会长、广东省
食品安全专家蔡高斯建议，针对
儿童不同生长阶段的营养需求，
制定相应的食品安全标准，规范
标签标识和销售宣传。

其次，加强儿童食品的源头
监管。专家表示，伴随着消费升
级、差别化消费市场的不断开
拓，有关部门应对“儿童”相关字
样出现在食品包装上做更严格
的规范，同时在广告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中加入关键词限制，遏制
有误导倾向的儿童食品标签“漫
天飞”。

最后，加强对消费者的引
导。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家长在
选择儿童食品时，不要被卡通包
装和宣传口号所迷惑，注意看配
料表进行选择。 （新华社）

家长们不要觉得
作业本越白就越好

当前，家长们非常关注包书
皮、文具等质量安全，但是往往
忽视了孩子每日都要接触的作
业本。在此次的抽检中，30批次
中共有2批次作业本不合格。

作业本越白越好吗？南京
质检院户外中心副主任刘宝介
绍，“白度高的纸张几乎可以反
射全部的色光，看上去颜色鲜艳
夺目，但从保护眼睛的角度来

说，长时间注视高白度的纸张，
时间久了会影响视力。”

根据抽检发现的问题，专家
建议家长，买文具不要过于注重

“色香味”，不要选择很白的本子。
买包书皮时尽量选择书套形式的
产品，如果对于安全特别在意的，
可以选择牛皮纸材质的书套。

书包缝合强度高、
拉扯不坏才是好

很多家长和孩子挑选书包

时，只关注孩子喜欢哪款，但不
知道除了书包的颜值，书包的缝
合强度才是最重要的。

记者了解到，书包的不合格
问题主要是缝合强度。试验是
模拟实际使用过程中，学生书包
内放了大量书籍资料后的情
况。如果缝合强度不合格，就会
导致书包负重后可能产生破裂，
严重影响学生的正常使用。

“根据国标，我们会在指定
部位用196N的力去拉扯它，相当
于 20 公斤的质量，如果被拉扯
坏，就不达标。”刘宝表示。

孩子再喜欢
也不要买有香味的文具

市面上售卖的儿童文具中，
像橡皮、笔、纸不少是有香味的，
深受孩子们的喜爱。但是家长
们一定要注意，这些香味文具背
后并非真正安全无毒，其中很可
能是苯、甲醛等物质在作怪。

即使有害芳香胺其含量极
微，也会对尚未发育成熟的学
生身体健康造成影响。像苯就
是一种无色、带特殊芳香味的
易挥发液体，吸入可出现咽喉
刺痛感、发痒和灼烧感。而甲
醛现在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一种
有毒化学物质，如果长时间接
触或者吸入，会导致严重的病

变发生。
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

作人员表示，“家长们尽量在正
规商场、文具店和网络旗舰店购
买文具。文具用品应清楚标明

产品名称、执行标准、生产厂名、
厂址、警示用语、使用时应注意
的事项、生产日期、保质期等内
容，避免购买“三无”产品。”

（金陵晚报）

换个卡通包装、标注“儿童”字样就贵好几倍

“儿童食品”真的适合儿童？

选文具光看颜值？这些作业本、书包有问题⋯⋯

近期，南京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贴心地送
上抽检指南。此次抽
检对实体店和电商平
台销售的学生用品（包
括作业本、签字笔、包
书皮和学生书包）进行
质量监督抽查。结果
显示，抽检的 120 批次
的学生文具产品中，包
书皮和签字笔全部合
格，有 2 批次作业本不
合格，2 批次学生书包
不合格。

新学期，作息时间的调整，
学习任务的增加，秋季温差的
变大，集体生活中人与人的接
触密切，常常容易发生传染病
疫情。

秋季常见传染病及预防：
1、诺如病毒感染等腹泻病
预防措施：加强饮食卫生，

饭前便后要洗手，注意个人卫
生。定期对餐具进行消毒。食
品加工过程要注意生熟分开、
食物及时低温妥善保存。不喝
生水，不吃生冷食物，剩饭剩菜
要加热彻底后再食用。教室内
同学发生呕吐后，正确处置呕
吐物。

2、手足口病
预防措施：尽量避免孩子

与其他有发热、出疹症状的儿
童接触，减少被感染的机会。
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和饮食习
惯，饭前便后要洗手、勤洗澡。
做好居家卫生清洁工作，孩子

居住的房间要经常通风换气。
孩子的膳食营养要合理搭配，
保证充足的休息，增强自身免
疫力。

3、登革热
预防措施：清除积水，消除

蚊虫孳生场所。开学前 14 天
内前往东南亚、南美、非洲及国
内广东、云南、福建等地旅行的
学生或教师，若出现发热、皮疹
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并报告班
主任或学校卫生老师。

4、季节性流感
预防措施：经常开窗通风，

保持教室内空气流通；尽量避
免去人群聚集场所；咳嗽、打喷
嚏时应使用纸巾捂住口鼻，避
免飞沫传播；经常彻底洗手，避
免脏手接触口、眼、鼻；如出现
发热、咳嗽、咽痛等表现应戴上
口罩、及时就医，减少接触他
人，尽量居家休息。及时接种
流感疫苗。 （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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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来了，小心这些传染病找上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