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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自制腊八粥
料足味浓有一套

连绵阴雨阳光少
本地草莓很受伤

■全媒体记者

杨贯

“今年过了元旦，草莓还
这么贵？10 多个草莓一斤多
点就要四五十元。”家住城东
新村的刘女士上周给孩子买了
一盒草莓，本以为本地草莓已
经上市了一段时间，价格已经
降下来了，没料还能坚挺到现
在。
近年来，慈溪草莓的种植
面积虽然比不上动辄上万亩的
葡萄、水蜜桃，但也有 3000
多亩。一到上市季节，外地草
莓基本上就要“自动”让出慈
溪市场。往年这个时候，本地
的大棚草莓早已进入了盛果
期，价格也开始松动，正是时
令水果的不二之选。
为何今年的草莓价格没有
像往年一样出现回落？记者走
访了种植户、市气象局农业气
象科、水果批发市场及水果
店，打听了一番草莓价格坚挺
背后的原因。

中小号的就只卖 20-25 元一斤
了。
记者到草莓大棚里转了一
下，发现几个大棚里的草莓长
势欠佳，大部分的果子还没完
成转色。“红颊”“章姬”这两
个本地较常见的草莓品种还能
不时看见熟透的果实，而在
“白雪公主”的大棚里却难觅
成熟的果子。
老叶的爱人唐大姐正端着
盆在大棚里摘草莓。她说，现
在一个棚采不满 12 斤装的大
脸盆，往年的话一棚能采到
2-3 盆。另外，今年一个棚采
第二轮草莓要隔上两三天，而
以前隔上一天就能再采一次。
连绵的阴雨天气影响的不
只是草莓的产量。记者逗留的
1 个多小时里，只有两位客人
上门来买草莓。老叶说，周末
天气晴，上门的客人会多一
点。连续一个多月的阴雨天，
大家都不愿意出门，这上门采
摘草莓的生意自然就淡了很
多。

大棚草莓减产明显

生长一度陷入停滞

叶樟明老家建德是全国知
名的草莓之乡，这些年建德人
走遍中国种植草莓。观海卫镇
广义南路上现在种大棚草莓的
有五六家，就是他 8 年前起的
头。记者找到他的路边大棚
时，他刚往城隍庙市场送完草
莓回来，坐在路边搭建的小棚
子里卖草莓，娇艳个大的草莓
卖 30 元一斤。
“价格其实没涨，去年也
是这个价格。”老叶不同意价
格同期相比“涨”了的说法，
而认为是“这个冬天太会下雨
了，草莓长得慢了很多，产量
低”。老叶上月初开始采摘的
头茬草莓，朝阳的一面已经采
完了，朝阴的一面还有不少。
草莓售价按个头大小来算，头
茬顶果体型大、卖相佳，市场
上能卖到 30-35 元一斤，果型

据市农业局农技中心统
计，近年来我市大棚草莓种植
面积稳定在 3300 亩左右，主
要集中在 329 国道南侧以及中

横线沿线。其中，横河、龙山
两镇是我市大棚草莓的主要产
地。
“今年入冬以来的日照时
间之少创下历史记录。”市气
象局农气服务人员魏莎莎介
绍，上个月日照总共只有 32.7
小时，比常年平均的 134.9 小
时少了近八成，平均 1 天只有
1.1 个小时日照，成为慈溪有
连续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最低
值。进入新年后，也一直没放
过晴。
据了解，草莓的营养价值
高，广受市民青睐。同时又是
喜温类作物，在 0℃以下时会
停止生长。1 月 6 日，在位于
市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的浙江省
设施农业气象试验站里，记者
看到一份草莓田间形态指标记
录，上面显示在上月 12 日-14
日，监测的几株草莓完全停止
了生长。而这与连续的阴雨寡
照天气显然直接相关。
“大棚在夜间能有效保
温，白天一出太阳，棚内温度
又 可 以 迅 速 提 高 。” 魏 莎 莎
说，大棚能有效调解棚内昼夜
温差，进而影响到糖度的累积
和草莓的口感。平时棚外的气
温如果是 3℃-5℃，棚内就能
到 5℃- 7℃ ； 白 天 太 阳 一 出

来，棚内的气温很快就能爬上
20℃以上。唐大姐说平时进棚
干活很快就要脱下外套，而当
天记者进出大棚，并没有感受
到气温的明显变化。
气象部门提醒，受连续阴
雨影响，上月下旬，试验站的
草莓大棚已经监测到了灰霉病
和白粉病。草莓种植户需要引
起重视，抓住雨歇期开门通
风。必要的时候，使用烟熏的
办法改善草莓状态。

莓农寄望于春节行情
这段时间，记者还走访了
城区六七家水果店和市农副产
品批发市场，发现今年草莓普
遍是不同大小的草莓在混合
卖，而零售价则按着大号草莓
定在 35 元一斤。
市农批市场引飞果业的许
大姐表示，当前的时令水果非
草莓莫属。草莓不耐远程运
输，这样，本地草莓便多了一
个优势，一个月前刚上市就牢
牢占据了市场。农批市场水果
交易市场早上 5 点开市，草莓
基本上半个小时内就被抢光。
她自己一天能稳定卖七八百斤
本地草莓。
杨焕国在城东菜场经营着

■全媒体记者 杨昀

一家水果店，主要给一些家
宴、酒店配送水果，对草莓的
品质要求高一点。他表示，今
年的草莓减产比较明显，除了
到批发市场提货，他也在横
河、坎墩的大棚收购。碰上结
婚“大日子”需求一大，种植
户就要抱团供货，这在前几年
都没有出现过。
据了解，草莓上市后一般
有两波重要的行情。一波是上
月下旬到元旦，这段时期头茬
顶果上市，果型好、口感佳，
最能卖得起价；另一波是春节
到元宵，本地草莓赶上节日和
水果淡季，需求量自然相当旺
盛。
对于当前的减产，几位接
受采访的草莓种植户倒是不太
担心。叶樟明说，草莓从上市
到落市，前后能采六七茬。入
春后气温上升，产量很快会赶
上来。种草莓就是怕赶不上
趟，元旦一波已经过去了，现
在最希望的就是能赶上下一波
的春节行情。

大轮胎迎面来
躲不过避不开

周末或迎今年第一缕阳光
■全媒体记者

杨贯

本报讯 自上月入冬以
来，降水量之多、日照时数之
少，已双双打破历史纪录。在
阴雨绵绵无绝期的日子里，快
要发霉的心情和阳台上挂得满
满当当的衣服裤子都在期盼着
阳光。目前来看，未来一周时
间内，暖湿气流依然较为活

跃，阴雨寡照天气还没有彻底
罢手的意思，阳光只能在雨水
的间歇期寻觅。
据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
报，今天为阴有中雨天气，气
温 7℃-10℃。与前两天相比，
湿冷的体感会少一点。明天有
弱冷空气开始影响慈溪，雨水
按下暂停键，转为阴到多云天
气，并持续到下周一白天。期

间我市低层湿度趋小，可能会
迎来今年的第一缕阳光。
市气象台工作人员表示，
入冬以来的持续阴雨天气主要
是受南支槽的影响。预计这个
周末和 17 日-18 日为南支槽的
两段间歇期，太阳公公都有露
脸的机会。但是还没有彻底放
晴，恢复常年冬季晴多雨少的
迹象。

接下来的周日，是公历新
年的第一个传统节日腊八节。
本报与多个本 地 公 益 机 构 联
合发起 “ 一碗腊八粥 温暖
一座城”活动，将在全市 59
个送粥点免费送粥。期待与
大家在久违的阳光下相遇，共
同分享热气腾腾的腊八粥与一
份暖意融融的好心情。

粥香情暖
昨天下午，虞波社区
开展了“腊八粥香 情暖
邻里”为主题的邻里节活
动。活动现场，社区志愿
者们将一碗碗热气腾腾的
腊八粥送给在场的每位居
民，或上门发放，为这个
寒冷的冬天带来了浓浓的
暖意。
■摄影 通讯员 陈吉生

110 宣传日 警民线下
“牵手”
零距离
特别提醒：请珍惜 110 资源，杜绝奇葩报警和扰警行为

■全媒体记者 叶吟泠
通讯员 冯罗鑫 唐晓鸣

施、安全防范知识、打击违法
犯罪等，通过面对面互动，拉
近警民距离。
本报讯 1 月 10 日是全国
“喂，我的车子被鱼吃掉
第 33 个“110”宣传日，昨天 了。”“喂，我赶着出差，帮我
上午，市公安局 在 上 林 坊 金 把干洗店的门开一下。”“喂，
黄广场开展了主题为“警民 我车轮胎没气了，你们过来给
牵手 110，共创平安迎大庆” 我补一下。”“不行？那要你们
的宣传活动。交警现场发放 警察干什么！”……一些市民
头盔、消防开展消防安全知 谎报、误报、骚扰及非警务类
识 宣传、急救知识现场培训 等无效报警电话，浪费了大量
……多部门多警种以及各个联 的警务资源。统计数据显示，
动单位共同宣传便民利民措 2018 年慈溪报警服务台共接

听报警电话 53 万余起，其中
有效警情 23 万余起，占总警
情的 43.22%，无效警情仍占
据大半，严重影响了 110 接处
警的正常运行。而对于恶意报
警、扰警的行为，警方依法对
相关人员进行了严肃处理，
2018 年 共 有 10 人 被 行 政 拘
留，100 余人次接受了教育批
评。
在现场，情指联勤中心指
导员陈警官告诉记者，虽然
2018 年的有效警情较 2017 年

同比上升 10.1%，但当前一些
非紧急类求助、无效报警或骚
扰电话仍影响着 110 接处警正
常运行，市民正确拨打 110 的
理念仍需通过宣传进一步转
变。
“以噪音类求助警情为
例，2018 年这类警情的数量
较 2017 年上升 26.9%，其中不
少求助报警并不属于警方受理
范畴，例如一些娱乐场所、建
筑工地、工厂产生的噪音，市
民还是应该向环保、城管等相

锅香喷喷的腊八粥。
正在超市称糯米的陆女士告
本报讯 本周日就是腊八节 诉记者，往年她都是买成品腊八
了 ，“ 一 碗 腊 八 粥 温 暖 一 座 粥在腊八节当天热一热喝，但口
城”全城送粥活动将正式开启。 感不如家里现煮的，所以今年打
除了领取免费赠送的腊八粥，我 算自己在家煮。“我从网上找了
市不少市民还喜欢在家自制腊八 原料单和做法，虽然是第一次
粥。昨日，记者走访我市多家超 煮，但肯定能做出一锅甜甜糯糯
市了解到，目前不少市民都忙着 的腊八粥。
”
购买各种熬制腊八粥的食材，打
怎样才能熬出一锅料足味浓
算在腊八节当天熬一锅料足味浓 的腊八粥呢？记者询问了几位有
的腊八粥。
经验的餐馆师傅和家庭主妇了解
在新城大道一家超市内，制 到，腊八粥的熬制虽有很多讲
作腊八粥的各种食材被摆放在散 究，但只要材料齐全有耐心，自
装粮油区的显眼位置，还有各种 制腊八粥并不难。腊八粥的食材
配比好的腊八粥原料售卖，能满 五花八门各有千秋，但一般不少
足不同口味，十分方便，招揽了 于 8 种。就拿杭州灵隐寺的腊八
不少顾客前来选购。
“这几天，来 粥方子来说，其中就有花生、红
买腊八粥食材的市民特别多，有 豆、莲子、桂圆、红枣、蜜枣、
的买的是现成配比好的食材，但 芸豆、白果、桂花、糯米、大
更多的市民喜欢自己配食材。
”一 米、白砂糖等 12 种食材。在熬
位超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几 制腊八粥前，需要将糯米浸泡一
天每天大约都能卖出几十斤腊八 夜，其余像芸豆、黑豆、莲子等
粥的食材，很受市民欢迎。
食材提前浸泡两个小时左右即
“家里人本来就喜欢喝粥， 可。腊八粥要用小火慢熬，先放
每年的腊八粥都是我在家自己熬 较硬的豆类，再放其他食材，一
的，有时候熬得多会给邻居分着 直熬到软糯浓稠后放桂圆白糖等
喝，大家都爱喝。”家住古塘绿 食材。家庭自制腊八粥由于量不
苑的卢大姐告诉记者，她购买了 大，一般一两个小时就能煮至黏
传统常用的赤豆、芸豆、黑豆、 稠。若是想要偷个懒使用家里的
糯米、红枣、莲子、桂圆等十几 电饭锅，只要放入食材开启煮粥
种腊八粥材料，准备周六提前一 功能，在粥快煮好时放糖，一锅
天浸泡，周日起个大早，煮上一 自制腊八粥就做成了。

关部门投诉。”陈警官解释说
道，他希望市民可以正确认识
110 的 职 能 范 围 ， 并 准 确 拨
打。
警方提醒，110 是“人民
的 110”，是极为宝贵的公共
安全资源。请市民珍惜 110 资
源，杜绝奇葩报警和扰警行
为，将求助通道让给真正需要
的人。对恶意骚扰、拨打 110
取乐，滋扰公安机关工作秩序
或报假警等行为，公安机关将
依法严肃处理。

■全媒体记者 陆铭铭
通讯员 郑超雷
尤丁荣 李天一
本报讯 高速公路上常有物
体散落，但整个轮胎脱落并殃及
过路车辆的事故却不多见。近
日，高速交警宁波支队二大队民
警处理了两起轮胎脱落、殃及其
他车辆的事故，所幸事发时两名
被殃及的驾驶员沉着应对，事故
未造成严重后果，无人受伤。
1 月 8 日夜间 8 时许，半挂
车司机刘某在行驶至G15沈海高速
往上海方向距离掌起收费站不到
500米处时，为避让前方工程车突
然飞出的后轮胎，一头撞上了边护
栏。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工程车
左后轮的两个轮胎均已掉落，只剩
下轮毂，后车半挂车车头严重受
损，边护栏和一侧的隔音屏也受到
损坏，而脱落的其中一个轮胎还卡
在半挂车车头底部。
经询问，工程车司机张某承
认此次事故因其掉落的轮胎引
发，他回忆称事发前已发现车辆
有异响，本想减速靠边，不想还

没来得及停车，两个左后轮就已
经飞出去了。而跟随在张某后方
的刘某注意到了整个事发经过，
一开始工程车尾部出现火光，他
以为是车辆着火，谁知就在他打
算提醒前车时，突然一个轮胎脱
落迎面而来，他根本来不及避
让。由于事发突然且左侧车辆较
多，刘某只能紧急往右侧避让，
结果就撞到了轮胎和右侧的路面
设施。最终，民警判定张某负全
责，并对其发生事故后未按规定
设置警告标志的违法处以罚款
200 元、记 3 分的处罚。
无独有偶，1 月 7 日晚 8 时
许，胡某驾驶小货车运送一车年
糕前往宁波，在行驶至 S20 穿山
疏港高速往宁波方向距离白峰收
费站 5 公里处时，右后轮轮胎突
然掉落，并且在撞击中央护栏后
又飞向对向车道，而此时梁某正
驾驶危险品半挂车行至该路段，
迎面而来的轮胎从驾驶室前飞
过，一下子砸中右侧后视镜，把
梁某以及押运员吓得够呛。事
后，民警同样判定胡某负该起事
故的全部责任。

赌博欠债还不出
盯上工友救命钱
■全媒体记者 高关
通讯员 路余 史梦诗
本报讯 因赌博欠债还不
出，偷了工友的 1 万元钱，这钱
还是人家的救命钱。近日，女子
童某 （文中人物均为化姓） 因盗
窃罪被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缓刑 1 年，并处罚金
3000 元。
童 某 在 胜 山一家制衣 厂上
班，住在工厂的宿舍里，她的工
友刘某和老公住在隔壁宿舍。
2018 年 8 月 5 日中午，童某吃完
午饭回宿舍，看到隔壁刘某的宿
舍房间没有锁，趁周围没人，她
就打开门走了进去，直接把刘某
老公挂在墙上的包拿了下来。她
伸手一摸，发现里面有一叠钱，
就把钱拿走，然后又把包挂在墙
上。事后，她数了一下，这一叠
钱共有 1 万元。
“因为天天有人问我要债，
我实在还不出。”童某说，自己
赌博在外面欠了很多钱，又经常
看到刘某的老公在摸那个包，就
猜想包里肯定有钱或者其他贵重
物品，一直在等待作案时机。
刘某的老公张某说，他得了
鼻咽癌，在江西南昌一家医院检
查时，听说检查费要好几千元，
就没有检查。半个月前他从老家

来慈溪，带来了 1 万元钱，这些
钱是他从弟弟那里借来看病的救
命钱。到了老婆宿舍后，他就把
包挂在墙上，心里放心不下，每
天都会去看看这钱在不在。8 月
3 日晚上 9 点左右，包里现金还
在，可第二天因为身体不舒服就
没有去摸。5 日中午 12 点，他回
来后发现原来直挂的包横着挂
了，一打开包，发现里面的现金
不见了，就马上报了警。
“我怀疑包里的钱是隔壁那
个女人偷的，因为平时经常听到
她接听来讨债的电话；我们在家
时门基本上是开着的，她路过时
经常往我家里看。”张某说，钱
被偷走，可宿舍门锁、窗户都没
有被破坏的痕迹，房间里也没有
被翻动过，当时他老婆另外一个
包里的 500 多元工资还在，桌上
的手机也没有被拿走，这个小偷
专偷他这个包里的钱，好像早知
道包里有钱似的。
据了解，童某把这些偷来的
钱基本上用于还赌债和日常开
销，最后还剩 2000 多元。
很快民警根据线索，在胜山
布料市场东门口附近将童某抓
获。到案后，童某如实供述了自
己的犯罪事实，并将涉案款项退
还给被害人，取得了被害人的谅
解，法院依法予以从轻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