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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市场监管局食品生产流通监
管科科长俞亮说，现在网络上对于鉴
定毒粉丝一般有两种方法：燃烧法和
水煮法。

对于燃烧法俞亮认为并不可取：
“由于粉丝不只有淀粉，还含有蛋白
质矿物质等成分，所以可燃烧的物质
很多，无法确定引起粉丝燃烧的就是
甲醛、吊白块等添加剂”。

对于水煮法，俞亮认为市民可以
适当考虑，如果粉丝在煮了5分钟
后，仍然很有韧性或断裂现象严重，

那么粉丝就是有问题的。
“为了保障食品安全，让市民吃

得放心，2012年我们就开始实施保
障百姓‘菜篮子’计划，在全区农贸市
场中设置专门的检测室，安排专业的
检测人员，用专业的设备对其产品进
行快速定性检测。”俞亮说，“截至去
年，有证农贸市场已经有71家，已完
成检测室建设58家，共配备检测人
员85名。”

根据2014年全区农贸市场快速
定性检测报告显示，去年检测的

2865 份粉丝中，合格数量达 2858
份，合格率高达99.76%，其中，吊白
块含量有99.77%的粉丝合格，二氧
化硫含量有99.71%的粉丝合格，所
有接受检测的粉丝甲醛含量全部合
格。

区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市民，一定
要到正规超市买或在农贸市场购买
带有包装的粉丝，不要买外观特别
白、特别完美的粉丝。此外，购买粉
丝后，要取走并保存好购买凭证，发
现可凭购买凭证进行投诉。

文/摄 通讯员 陈凌丽 首席记者 周颖

本报讯 经常走通惠路的市民，早高峰有没
有被堵在通惠路站前路口？堵塞的原因是近日
交警部门对该路口交通组织进行了重新设置标
划，车道的分布与驾驶习惯略有差异，让驾驶员
一时适应不过来。

路口的南口，南往北方向，大家需要引起格
外注意。一般情况下，左转车道在最左边。而这
次，直行车道设置在最左边。南口车道从左往右
分别是：直行、直行、直行、左转、右转。

交通组织调整后，很多驾驶员一直闷头开车
忘了“抬头”看挂在空中的交通标识，到了路口发
现开错车道了，一乱，就堵了。

为什么这样设置？交警部门给出的设置理
由是这样的：通惠路作为南北向主通道，车流量
极大。通惠路站前路口，直行车流也是相当大
的。该路口东南侧，即为金马饭店。饭店南面的
商城西路，连接商业城与通惠路，同时也是进出
金马饭店的主要通道之一。

因此，从商城西路右转进入通惠路的车辆比
较多。若通惠路站前路南口，左转车道设在最左
边，则从商城西路右转进入通惠路的车辆，在该
路口左转就需要横跨三个直行车道，与三股直行
车流交叉形成冲突点。如此，通惠路南北方向，
在该处势必造成一大交通堵点。而直行车道设
在右侧，从商城西路右转进入通惠路直行的车
辆，则只与一股左转车流交叉，冲突点要少得多。

直行车道在左侧，这样的路口在城区还有四
个：

1. 通惠路萧绍路口（四个方向）：为了方便
大型客运车辆转弯掉头，四个方向的直行车道都
设置在左侧。

2. 晨晖路蜀山路口（两个方向）：由于晨晖
路中心隔离，且路幅较小，为了方便车辆掉头，晨
晖路方向东西两个口子，直行车道设置在左侧。

3. 晨晖路高桥路口（两个方向）：同样也是
为了方便车辆掉头，晨晖路方向东西两个口子，
直行车道设置在左侧。

4. 育才路金惠路口（一个方向）：为了减少
萧山医院出来车辆与其他车流的交叉冲突，路口
南口，南往北方向，直行车道也在左侧。需要引
起注意的是，该路口的交通组织与以上几个仍略
有差别，最右侧的右转车道也可以直行。车道从
左至右分别为：直行、直行、左转加调头、左转、直
行加右转。

在此提醒大家，进入路口前注意观察导向车
道分道牌，按需进入导向车道。

通惠路站前路口
交通组织有调整
直行车道设在最左边
城区共有5处此类路口

在戴村镇马谷村青云山

庄，一条条鱼干在阳光下熠

熠发光，年味越来越浓了。

摄联会 清风玉露 摄

能点燃的就是毒粉丝？
这种鉴别方法不靠谱
58家检测室 将不合格食品拒之“篮”外

昨 日 ，金

大 伯 带 着 一

包粉丝来到本报，他说日

前看到媒体曝光了一批毒

粉丝，自己放心不下，便用

街坊邻居传授的鉴定方法

进行试验，结果发现粉丝

能够顺利点燃，且有些粉

丝 燃 烧 后 会 快 速 发 黑 萎

缩，这让他起了疑心。

文/图 记者 张磊
见习记者 李沛欣

金大伯说，几天前，央视报道了
一则关于毒粉丝的新闻：在辽宁本
溪，警方查处一起制造毒粉丝的非法
窝点，场面触目惊心。不法人员用甲
醛、明胶制作粉丝用于出售，这类毒
粉丝添加了大量的化学物品容易使
人致癌，且制成成品后，粉丝表面晶
莹剔透，使人难以辨认。

金大伯告诉记者，根据社区里一
些老年人的经验，可以用燃烧法对粉
丝进行鉴别。这种燃烧法的基本原
理是，纯淀粉制品很难燃烧，如果掺
杂了甲醛明胶等添加剂，则会帮助粉
丝燃烧。

按照这一方法，金大伯在现场点
燃了从家中带来的粉丝，结果粉丝快

速燃烧，10多秒后火焰自然熄灭。
“按照邻居告诉我的，粉丝能够被点
燃，这是不是就说明其中有添加剂？”
金大伯问。

记者翻看这袋食用粉丝外包装，
发现其产地为山东，上面标明该产品
是红薯汤粉，其主要成分为红薯淀
粉、水。

为了有所对比，打消金大伯的疑
虑，记者分别从超市、农贸市场买来
不同产地、不同种类的袋装粉丝，以
及一包红薯散装粉丝做实验。下面
是实验结果：

红薯袋装粉丝

在拆开点燃粉丝后，粉丝燃烧顺

利，发出火焰较大，在燃烧了12秒钟
后正常熄灭。

绿豆袋装粉丝

点燃后，粉丝燃烧的速度更为迅
速，受燃部位迅速发黑萎缩，在 8 秒
钟左右，一根粉丝被烧掉了三分之
二，随后熄灭。

红薯散装粉丝

在农贸市场购买的这包散装粉
丝点燃后，燃烧效果与袋装红薯差异
不大，10秒钟后火焰自动熄灭。

根据实验结果，粉丝的燃烧程度
几乎差不多，这种燃烧鉴别法是否可
行？记者咨询了市场监管部门。

年年有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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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反映
家中粉丝可燃烧 是不是毒粉丝？

□记者验证
几类不同产地的粉丝 均可点燃

□部门说法
专业检测最靠谱 “菜篮子”计划力保食品安全

■首席记者 周颖

本报讯 如今的商场，店家为了
吸引顾客的眼球，真是花样百出。曾
有媒体报道过宁波的一家餐厅推出
了机器人“服务员”，吸引了大量顾
客。

昨天，有读者向我们爆料，称萧
山也出现了用机器人招揽顾客的餐
厅，“迎宾小姐”是机器人，跑堂送餐
的“服务员”也是机器人，还有会跳

“小苹果”“江南Style”等神曲的小机
器人助兴。

机器人会说萧山话
还能跳劲爆的神曲舞

记者随后前往这家咖啡馆一探
究竟。下午，咖啡馆内的客人不是很
多，走到门口，一个系着红色丝巾的
机器人站在门口“迎宾”，“见”到有客
人进来，她会主动问好：你好、欢迎光
临……

餐厅的徐经理一听说我们是来
采访机器人的，笑着说，机器人才“上
岗”一天，有些程序还没完全设置好，
技术人员还在帮忙调试。

据介绍，餐厅一共买了8个机器
人，一个用来迎宾，两个用来“跑堂”，
还有5个会跳劲舞小机器放在餐厅
里助兴。

其中，用来迎宾的机器人功能最
强大，会说30多句基本用语，为了更
有“萧山特色”还录入了萧山话，顾客
跟迎宾机器人也能用简单的萧山话

“交流”一下。
充当“服务员”的机器人则具有

自动送餐、空盘回收、菜品介绍等功
能，能够代替或者部分代替餐厅服务
员为顾客服务。

咖啡馆的徐经理指着餐厅地面
上环绕餐桌的一条两手指宽的黑色
线条告诉记者，这是一条光学感应磁
条，机器人通过磁条感应沿着线条滑
行。运用光学磁条感应技术，工作人
员将顾客点的菜放入机器人餐盘里，
将指令传达给机器人，机器人就会根
据座位编号，准确无误地把顾客点的
单送往各个餐桌。到达指定餐桌时，
机器人会停下来，直到顾客拿走所点
的食物。

餐厅负责人告诉我们，机器人
“服务员”送餐送到后，会有服务员帮
忙端上桌，但很多顾客都相当新奇，
喜欢自己从机器人托盘里端盘子。

创意不错受欢迎
顾客觉得挺新鲜

咖啡馆的负责人说，他们是去年
7月开始试营业的，由于餐厅的管理
层都是年轻人，大家也一直在寻找突
破传统的咖啡馆经营模式。

之后，在报纸上看到了慈溪的餐
厅出现了机器人招揽顾客，餐厅管理
层觉得这个“创意”蛮不错，也决定引
进机器人。

为此，他们专程到慈溪去考察，
然后找到了同一家机器人公司。该
负责人坦言，引进机器人的确只是一
种“营销”手段，她担心一旦到了餐厅
的高峰时段，可能会干扰机器人工
作，反而会有一定的影响。

在当今这个标榜个性和特色的
时代，各种为招揽顾客的主题餐厅已
不算新奇。以前江寺路上曾开出过
一家“功夫餐厅”，记者在网上查了一
下，甚至还有“监狱餐厅”。

奇怪的东西多了，顾客对此的
“抵抗力”也越来越强。面对这样的
做法，市民买账吗？

“机器人服务只在好莱坞大片里
看到过，没想到今天机器人走进了我
们的生活，可以为普通人服务了。”
90后的杨姑娘表示，如果有朋友提
出“要到有趣一点的地方吃饭”时，她
会推荐这家。

“感觉很新奇，适合带孩子去，但
我觉得餐厅还是要在食物上下功夫，
谁会为了环境一直光顾呢，那不是买
椟还珠吗？”80后的洪先生说，初始
的新鲜感过后，对顾客来说服务质量
仍是第一位的。

萧山有了机器人餐厅
“迎宾小姐”能讲萧山话

跳舞机器人。 记者 葛亚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