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蘑菇中毒已成为海南食物中毒
事件中导致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国内同样如此，全国范围内的食物
中毒致死的案例当中，毒蘑菇占了
1/3，可谓食物界当之无愧的头号

“杀手”。
如今，深入海南雨林游玩探险

的人群越来越多，看到各种美丽诱
人的蘑菇，自然免不了食欲大动，可
又怕中毒，怎么办呢？近日，海南医
学院药学院和海南鹦哥岭自然保护
区联手制作了一本《海南鹦哥岭及
其周边地区有毒蘑菇识别》（以下简
称《识别》）的图册，或许能帮上大家
的忙。

毒蘑菇长啥样？

“头上戴帽子（有菌盖），腰上系
裙子（有菌环），脚上穿靴子（有菌
托）。”《识别》作者、海南医学院药学

院副教授曾念开博士形象地说出了
毒蘑菇的一般特点。他也表示，这
只是一般规律，毒蘑菇并非严格符
合这三个方面的规定，具体鉴别还
要“就菇论菇”。

由于专攻真菌类研究，曾念开
有一对“火眼金睛”，这主要是其辨
别毒蘑菇的眼力超凡。从本科生开
始他就一直从事真菌类研究，野外
经验丰富。每次采集到蘑菇时，他
都会查书，对照显微镜观察，再进行
一系列的分子鉴定，对蘑菇进行分
类，积累多了也就能看出门道来。

曾念开说，毒蘑菇是一类可使

人或动物中毒的大型真菌，大多数
隶属于担子菌，少数属于子囊菌，其
种类繁多，形状各异，以伞状为主，
也有片状、耳状、盘状、马鞍状等。
与可食用蘑菇相比，毒蘑菇没有明
显的标志，其大小、形状、颜色、花纹
等变化多端，在野外混杂环境中极
难鉴别。预防野蘑菇中毒的最好方
法就是不采、不买、不吃，更不要学
着辨别野蘑菇，因为蘑菇中毒的都
是有一定辨别经验的“老手”。

而且，毒蘑菇毒性成分复杂，一
种毒蘑菇常含有多种毒素。中毒与
否和烹调方法、食用量的多少、饮食
习惯等多种因素有关，临床表现复
杂多样。目前根据中毒作用机制和
典型临床表现，主要分为五型：胃肠
炎型、神经精神型、肝脏损伤型、溶
血型和光敏性皮炎型。

世界上最毒的蘑菇

裂皮毒鹅膏，这种蘑菇完全吻
合“毒蘑菇三原则”：帽子、裙子、靴
子俱全；而且非常优雅，通体白色，
一点也不像是冷血“杀手”。实际
上，它和海南人经常食用的平菇质

地与颜色都很像，一般人很难
区别。

“毒性极强，是世界上最毒
的蘑菇之一。”曾念开的话让人顿时
消除了一切幻想。他说，这种蘑菇
系出名门“鹅膏属”——号称毒蘑菇
界的“四川唐门”。这是蘑菇家族最
毒的一个门类，误食毒蘑菇致死者
95%都是由毒鹅膏所致，世界范围
内最毒的几种蘑菇也都出自这个属
系。

这种蘑菇主要含原浆毒素类，
以鹅膏毒肽和鬼笔毒肽为主。这些
毒肽毒性极大，性质稳定，耐高温，
耐干燥，一般烹调不能破坏。而且
在我省雨林地区分布广泛，鹦哥岭、
五指山、尖峰岭、霸王岭、吊罗山、黎
母山，遍及整个中部林区；多生于海
拔较高的阔叶林下。

在我省雨林中，同样系出这一
名门的还有欧氏鹅膏和灰疣鹅膏。

这3种毒鹅膏被曾念开统一归入
“肝脏损伤型”。

鹅膏毒素一旦进入人体，会抑
制一种酶的正常分泌，导致另外一
种酶“精神错乱”，分不清好人坏人
般地疯狂溶解人体细胞，器官严重
受损。

“首当其冲遭到破坏的将是人
的肝部。因为所有的血液循环都要
经过这里，而肝的细胞壁又比较
薄。我们在人体解剖过程中发现，
严重中毒者的肝部会被侵蚀得如同
蜂窝状，受损非常严重。”曾念开说，
吃了这类蘑菇后，潜伏期一般为数
小时到30小时，少数人在半小时内
发病。多数中毒患者在消化道症状
后呈1-2天的“假愈期”，此时谷丙
转氨酶已经升高，之后出现恶心、呕
吐、腹部不适、肝区疼痛、肝脏肿大、
黄疸、有出血倾向，经积极治疗，约
2-3周后渐趋恢复，少数病例会因
肝性脑病、呼吸和循环衰竭死亡。

粪便上的毒品蘑菇

有些毒蘑菇食用后能让人产生
类似吸食毒品一样的感觉。这类蘑
菇能够让人产生奇怪的幻觉，它们
被统称为“致幻蘑菇”。

曾念开将其归为“神经精神型”，
代表种如日本海氏牛肝菌、斑褶菇、
裸盖菇等。食用这种蘑菇后，潜伏期
一般10分钟到6小时，除出现消化道
症状外，主要将出现兴奋、狂躁、幻
视、幻听等精神症状，同时还会伴有
瞳孔缩小、多汗、唾液增多、流泪等症
状。不过往往预后良好。

“这类蘑菇通常长在粪便、草地
或平地上。”他说，要辨别斑褶菇和
裸盖菇，除了上述情况外，个体比较
小和菌褶上多具有斑点状花纹，也
是其特征。日本海氏牛肝菌则通体
近红色，菌盖下表面为黄色孔状，菌
柄表面具有腺点状红色鳞片。

“世界上的致幻蘑菇大约有
200 种。”《识别》的另一位作者
鹦哥岭保护区的蒋帅介绍，在墨

西哥的土著人经常用这类
致幻蘑菇来进行某些宗教
仪式。而西方世界直到 20
世纪才意识到这种致幻蘑
菇的存在。1939 年，哈佛
大学的植物学教授 Rich-
ard Evans Schultes 与

墨西哥博物学家 Blas
Pablo Reko 被允许参观当
地印第安人部落的神秘宗教
仪式，亲眼目睹了蘑菇神奇的

致幻效果。1970年代，这种致幻蘑
菇从南美传到了西方发达国家，许
多青年将其作为致幻剂食用。

然而，科学家很快发现，人们要
为致幻蘑菇带来的迷乱付出极大的
代价。事实上，这些蘑菇中含有的
一些生物碱的分子结构，与人的大
脑和神经组织中的中枢神经媒介物
质的分子结构十分相似，它们可以
在人的大脑中以假乱真，参与和影
响神经传递代谢活动，扰乱脑的正
常功能，使人产生幻觉。这种物质
长期或过量服用会引起神经中毒，
甚至导致死亡。目前，美国、丹麦、
日本、英国、爱尔兰、荷兰等国先后
宣布：销售和进食这种蘑菇属于非
法行为。

曾念开说，网上、甚至一些专业
机构发布的许多关于鉴别毒蘑菇的
方法都是错误的。“我们建议市民不
要采摘不明来源的野生蘑菇进食，

这样才是最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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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周 海之南 B06蘑菇（大型

真菌），人类口中
最鲜美的食品，
是大自然的宝贵
赐予。海南的热
带森林孕育了极
为丰富的大型真
菌资源，其中可
食用的已知有上
百种，当地的老
百姓多有采食野
生蘑菇的习惯。
野生蘑菇营养丰
富，味道鲜美，是
不少人心目中的
山珍。然而，人
们在享用野生菌
的美味时，悲剧
也在不断上演：

2006 年 8
月，海口一小孩
在田埂采回有
毒的蘑菇煲了
一锅汤，一家 4
口中毒……

2008 年 7
月，琼中一名学
生因在家食用
疑似野生毒蘑
菇中毒，经医院
抢救无效死亡
……

2013 年 5
月，昌江一农户
一家4口因食用
从橡胶林采集
回来的蘑菇后
出 现 头 晕 、恶
心、呕吐、腹泻
症状……

海南省食品
安全委员会于10
月14日特别发布
今年第15号食品
安全消费提示，提
示了常见的四种
毒蘑菇。

海南毒蘑菇：

热带雨林的
美丽“咒语”

A鲜艳的蘑菇有毒，

颜色普通的蘑菇没毒。

错！根据颜色与

形状不能简单区别蘑菇
是否有毒。鸡油菌、远
东疣柄牛肝菌和正红菇
等颜色鲜艳，美味可食；
而斑褶菇、裂皮毒鹅膏
等有毒蘑菇，其颜色则
为灰色或白色。

B长在潮湿处或家
畜粪便上的蘑菇有毒，长
在松树下等清洁地方的
蘑菇无毒。

错！大部分蘑菇
长在阴暗潮湿的环境
中，有的有毒，有的可
食。有一些毒蘑菇的确
喜欢生长在粪便，如斑
褶菇属中一些有毒种
类；但是鹅膏属、口蘑
属、红菇属中一些有毒
种类也生长在松林中。

C蘑菇跟银器、生
姜、大米、生葱一起煮，
液体变黑有毒，颜色不
变则无毒。

错！蘑菇毒素不
能与银器发生化学反
应，也就不能产生颜色
变化。如鹅膏毒素不能
发生颜色反应。

D有分泌物或碰
触后变色的蘑菇有毒。

错！有的毒蘑菇
的确具有分泌物或碰触
后变色的现象，但是有
一些蘑菇碰触后，有乳
汁分泌，同时颜色也会
发生变化，它们不仅没
有毒，而且还是美味的
食用菌，如多汁乳菇（俗
称奶浆菌）。

E生蛆、长虫的蘑

菇没有毒。

错！许多剧毒的
鹅膏属真菌成熟后同样
会生蛆、长虫。

自救

1 催吐：应在条件
允许的情况下尽快催吐。

2 立即到正规医

院救治，最好携带剩余
蘑菇样品，以备进一步
诊断治疗。

医院救治

1 联系相关专业
人员对蘑菇进行鉴定。

2 尽快开展毒物

清除技术，如洗胃等。

3 蘑菇中毒无明

确特效解毒剂，以对症
支持治疗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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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式鹅膏

日本海氏牛肝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