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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农贸市场是居民
菜篮子商品供应的主要场所，
是城市文明形象的一个窗口，
同时也是深化文明城市建设
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现阶
段各农贸市场的整治情况如
何？近日，记者走访中心城
区多家农贸市场时发现，整
体来看，脏乱差现象得到有效
整治。但部分市场内脏、乱、
差等问题仍有回流，一些长时
间遗留的“旧疮”还未得到根
治。

当天上午9点30分，暗访
小组在宗汉街道光华菜场看
到，不文明现象较为突出。此
时市场内人流较少，也并非是

进货卸货的高峰时段，但市场
内还是能看到菜叶、果皮乱堆
放，摊位前物品杂乱，垃圾清
扫不及时等现象。记者看到，
不少摊位的货物超出货物台摆
放，存在“伸舌头”的情况。
在熟食区，部分窗口工作人员
未做到规范的“三白”（白口
罩、白帽子、白衣服）穿戴。
与此同时，市场内的消防通道
也被三轮车、货车等占据，存
在着不小的消防隐患。记者走
访时在市场外围发现，流动摊
贩扎堆、车辆乱停乱放、占道
经营严重等诸多问题也同时存
在。这些不文明行为不仅影响
市场面貌，还使得本就狭窄的
通道更加拥挤。

随后，记者来到了西门菜

场。与光华菜场相比，西门菜
场的整治情况较为理想，但货
物出摊摆放、杂物堆放的现象
依旧存在。摊位上烂菜叶、玉
米皮、塑料袋等垃圾随处可
见，售卖新鲜玉米的一名商贩
在把玉米去皮后，随手就把玉
米皮丢在地上。此外，有些摊
位旁边还有污水、积水。

在西洋寺菜场，记者发
现，几乎每个店铺都存在越门
占道经营的现象。店内所售的
商品用各种方式搬出店外销
售，地上随意堆放的垃圾桶、
纸箱、塑料筐等物品增加了摊
位的面积，但却使得市场内卫
生脏乱无序。

暗访的最后一站，记者来
到了位于白沙路街道的墙里村

农贸市场。在市场的北边，形
成了一条几百米的马路市场。
卖活禽、水果、蔬菜等摊位占
据了原本就并不宽敞的道路，
居民来回在不足一米的过道穿
行，电动车、行人夹杂其中显
得格外混乱和拥挤。“虽说这
个市场有不少管理员，但完全
不见管理成效。”一位不愿意
透露姓名的大姐告诉记者，对
于这些问题，村民已经向村委
会反映了多次，但依旧不见成
效。“希望这些情况能尽快得
到根治，还大家整洁优美的环
境。”

菜叶乱扔 杂物乱堆 流动摊贩扎堆

农贸市场脏乱差现象亟待整治

本报讯 “云南杨梅 25
元一斤，比之前便宜了不少，
这不今天逛水果店又买了一
筐。”昨天上午，在三北大街
的一家水果店内，摆放外地杨
梅的位置围了不少顾客，市民
俞女士看到杨梅降价，也凑过
来拿了一筐。和俞女士一样，
最近不少爱吃杨梅的市民都发
现，相比上个月，外地杨梅的
价格有了明显回落，这其中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慈溪本地杨梅
马上就要上市了！

这两天，本地的大棚杨梅

已经开始少量上市。昨天下
午，在横河大山村慈溪众品杨
梅专业合作社的杨梅大棚内，
负责人孙先生正带着工人一起
采摘刚刚成熟的杨梅，紫中透
红的杨梅挂在枝头，甚是喜
人。“这几天刚开始采摘，量
还不大。”孙先生种植大棚杨
梅已经很多年，他告诉记者，
今年是杨梅大年，加上多年种
植大棚杨梅的经验积累，今年
的杨梅品质很不错。目前，大
棚杨梅售价在六七十元一斤，
价格与去年持平。

孙先生告诉记者，今年由于
天气原因，大棚杨梅红得比去年

早些，爱吃杨梅的市民可以尝尝
鲜，目前大棚杨梅还没有完全旺
起来，预计大棚杨梅采摘期能
持续到6月初。

不过，更多市民关心的
是，慈溪本地露天杨梅何时上
市？记者询问了我市多家杨梅
种植园的梅农了解到，目前，
露天杨梅还处于青果状态。据
果农介绍，再过几天，杨梅便
会进入青转红状态。市民想要
吃上地产露天杨梅，还需要再
等一等，但可以肯定的是，今
年是杨梅大年。

市圈圈杨梅园负责人董先
生这两天都在杨梅园里查看

30 多亩露天杨梅的成熟状
况。他告诉记者，今年杨梅的
坐果率提高了不少，成熟期预
计也会比往年提早，“如果天
气状况好，我们杨梅园的杨梅
大概会在 6月 7日左右上市，
采摘旺季大概在6月中旬。”

市农业农村局林特中心的
杨梅专家柴春燕也表示，今年
是杨梅大年，花期早，坐果率
高，总体品质较高。

采访中，不少梅农表示，
今年年初的新冠疫情对杨梅产
量没什么影响，就是不知道后
期杨梅大批上市后，对杨梅采
摘和销售会不会带来影响。

“因为疫情原因，今年很多梅
农除了跟旅行社合作外，都在
自驾游、网络销售等方面下了
不少工夫，我们杨梅园目前已
经接了不少电商的订单。”梅
农董先生这样说道。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目
前水果店内还少有本地大棚杨
梅出售，仍以外地杨梅为主。
5 月上旬大多以云南杨梅为
主，5月下旬福建杨梅进入市
场，温州、丽水等地的杨梅
最早也要到 6月初才上市，等
慈溪杨梅大批量上市后，云
南、福建的杨梅才会退出市
场。

杨梅大年！地产大棚杨梅少量上市
想要吃上平价的露天杨梅还得再等等

本报讯 5月19日中午，观
海卫镇西龙线徐家浦砖瓦厂附近
发生了一起两辆货车追尾的交通
事故。后车司机被困在驾驶室，
等到消防员赶到现场破拆掉驾驶
室才解了围。

当天中午 11时 29分，慈东
消防救援站接警后赶往现场看
到，一辆蓝色货车追尾一辆绿色
货车，两车均为本地牌照；后车
车头严重受损变形，车窗全部碎
裂；司机精神不振，被困在驾驶
室内；车头底部还在往外冒着

烟。
指挥员当机立断先出一只水

枪把冒烟的部位浇“灭”，接下
来使用扩张设备很快把驾驶员营
救了出来。司机身上没有明显的
伤口，也没有血迹，只是精神显
得很萎靡。消防员让他躺在单架
上，救护车赶到后随即将其送往
医院接受检查。

据前车司机回忆，当时他停
在路口等待右侧一辆小车先走，
感觉停了较长一段时间，突然后
面嘭的一声响，一辆蓝色货车直
接撞了上来，他赶紧下车报警。
自己的绿色货车只是后保险杠被
撞得凹陷，没出现较大的损失。

路口停车待通行
嘭的一声被追尾

本报讯 5 月 16 日上午 10
点 50分，沈海高速往宁波方向
过掌起收费站两公里处，一辆重
型货车发生侧翻，车上装载的货
物撒落一地，车辆占据了第三车
道和应急车道，所幸驾驶员只是
受了点皮外伤，爬出车外后及时
报了警。

民警接到警情后3分钟便到
达现场，封闭了车道，立即开展
吊机、驳货等施救工作。现场在
一个小时后恢复了正常通行，并
未造成次生事故。记者了解到，
司机刘某自称是车辆的大梁断
裂，导致车辆失重失控，再加上
雨后路面湿滑，最终导致车辆侧

翻，车上装载的几箱玻璃面板翻
出车体。

民警调取路面公共视频后
也发现，刘某行驶至此路段
时，车辆突然就摇晃了起来，
而且摇晃的幅度越来越大，最
终发生了侧翻。“幸亏我当时系
了安全带，保住了我的命，要
不然人可能就被甩出去了。”
说起当时的情况，刘某心有余
悸。

高速交警提醒，车辆上高速
要加强对车辆机件的检查，尤其
是载重货车，另外夏季是午后雷
阵雨多发季节，湿滑路面易造成
车辆轮胎打滑，行车时要注意控
制车速，谨慎驾驶。行车牢记

“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
要系”。

左摇右晃终翻车
一根带子保了命

本报讯 出生仅 27 天的
小宝宝因吃奶急，噎奶了，一
家人急疯了。 13 公里 13 分
钟，民警鸣笛护送为其开道，
在最短时间内将宝宝送达医
院。经过针对性救治，小宝宝

“哇”的一声大哭，转危为安。
5 月 18 日下午 2 点半左

右，市公安局情指联勤中心电

话响起，电话那头传来哭泣
声。“能不能派辆车过来，我
孩子喝奶噎住了，要没命
了。”担心 120 赶来用时较
多，心急如焚的余女士希望派
出所能给予帮助。确定住址
后，接警员立刻答复道：“我
们马上过来！”

报警人位于桥头镇丰潭
村，接到指令后，桥头派出所
值班民警沈赤第一时间出警，
不到 5分钟就抵达了目的地。

民警抵达时，报警人一家已经
从家里出来，一辆黑色的轿车
开着双跳灯。去人民医院！简
单沟通后，警车在前，拉响警
笛为其开道。

“前方车子注意避让。”沿
路车子较多，沈警官一路高声
喊话，加速通过，过往车辆也
非常配合，让出“生命通
道”。丰潭村到人民医院有 13
公里，10多个红绿灯，原本
需要近 30分钟的路程，民警

一行人仅花了 13分钟。抵达
医院，经护士拍背、弹脚心等
针对性救治，小宝宝“哇”的
一声大哭，吐出了一大口奶。
见小宝宝转危为安，大家这才
松了一口气，家属更是对民警
的帮助感激万分。

经了解，小宝宝出生才
27 天，因为吃奶急，噎奶
了，到医院时已发不出声音，
情况十分危急。事后余女士
说，当时发现宝宝噎奶后，她

也对宝宝做了简单的急救措
施，但是宝宝一直呛不出奶，
这才报警求助。

及时送医、救治及时，孩
子吐出噎住的奶后已无生命危
险。当天下午4点多，报警人
家属特意拎着果篮赶到派出所
来表达谢意，民警再三推辞，
表示这是应该做的，没想到对
方放下果篮就走了。因为当时
急着出警，第二天民警抽空赶
到余女士家中将果篮送还。

险！出生27天的宝宝噎奶发不出声
快！13公里13分钟再现“生死时速”

本报讯 每年 5月的第
三周是“全民营养周”，5
月 20日是“中国学生营养
日”。前天，市科学技术协
会、浙江省营养学会 （慈
溪）服务站、市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市教育局联合
举办了 2020慈溪市全民营
养周暨“5 · 20”学生营养
日启动仪式。

根据省疾控中心 2019
年学生午餐调查工作数据，
浙江省220所中小学午餐供

应状况不容乐观，存在肉类、
油、盐过多，奶类、水果太少
的问题。启动仪式上，主办方
表示，开展以“合理膳食，免
疫基石”为核心的宣传教育，
集中科普如何用膳食来控制中
小学预防近视及眼健康科普知
识。

浙江省营养学会副理事长
华金中在致辞中表示，在尚未
彻底战胜的疫情中，今年的

“全民营养周”和“中国学生
营养日”有着特别的现实意
义。这次疫情中，老年人群
和少年儿童都受到了较大影
响。他建议这两类人群从食物

多样性、合理安排一日三
餐、积极参加户外活动等方
面来改善营养获取，保持健
康生活。

当天，到场参加仪式讲座
的有不少本地学生家长。慈溪
博视眼科医院眼视光中心主任
朱红梅从营养摄入的角度入
手，结合多年执业经验，向与
会家长科普了眼健康知识，并
给出了“进食谷物宜适量不宜
过细，多补充鱼类蛋白、奶
类、新鲜蔬菜水果，拒绝甜
食”等具体建议。

据悉，近期还将举办相关
的主题科普讲座与义诊活动。

合理膳食 免疫基石
2020全民营养周拉开帷幕

■编者按：

文明共建，共享文明。
全国文明城市是综合性最
强、含金量最大的城市荣誉称
号，目前，我市已进入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的冲刺阶段。为配
合创建工作，本报今起推出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特别栏目
——《文明眼》。该栏目将
直面问题，以加强新闻舆论
监督，曝光不文明行为和事
件为重点，宣传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的重大意义和推进工
作，提高市民对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的知晓率、支持率和
参与率，调动广大网民参与
文明创建的热情，促进形成
健康向上的文明新风尚。

本报讯 转眼又即将迎来杨
梅季这个全慈溪人民都翘首以盼
的季节。闽广荔枝，西凉葡萄，
未若吴越杨梅。这是对杨梅绝佳
的赞誉，也是慈溪人的骄傲。5
月22日14：10—15：00，“晓得
哥晓得姐云带货”第七场将为大
家带来杨梅提货券，全国包邮，
无论是自己品尝，还是送远方的
亲朋好友，都是绝佳的选择。

“晓得哥晓得姐云带货”是
由市融媒体中心精心打造的直播
带货栏目，这次受市农合联执委
会的委托，我们将为大家推介慈
溪的明星水果杨梅，并以“梅”
为媒，助推我市杨梅产业发展。
直播期间将介绍慈溪的杨梅历
史、杨梅仙子传说、梅农代表创
业经历、展示杨梅快递包装等等
关于杨梅的知识和故事，带大家
穿越古今，了解更多你不知道的
杨梅趣事。

直播期间将推出三款杨梅提
货券：1.优质杨梅 90颗装 （果
径 26—28mm） 直播价 99 元/张
（原价 158 元/张）；2. 特级杨梅
90颗装（果径 29—32mm）直播

价 258 元/张 （原价 328 元/张）；
3. 青瓷+贵族 96 颗装 （果径≥
32mm） 直播价 398元/张 （原价
568 元/张）。三款套餐全国包
邮，两年内都可以提货。杨梅将
由两次上央视的慈溪迪锋杨梅合
作社提供。直播间还将邀请杨梅
保鲜销售首创者和慈溪杨梅出口
第一人茅春苗来讲述自己的创业
经历，包机卖杨梅的故事。

成功举办六场云带货以来，
我们的老粉丝都知道，慈晓云带
货不仅给大家带来价廉物美的优
质产品，每一场还会有丰盛的奖
品。这次直播共有 20份杨梅提
货券送出，其中 10份提货券作
为前期抽奖奖品，另外 10份在
直播中送出，届时收看直播的慈
晓用户都有机会获得。直播间内
还会有神秘嘉宾助
阵，为慈溪杨梅吆
喝代言（大家可以
扫描二维码进群，
提前了解详情）。

“晓得哥晓得姐云带货”“梅好时光”专场——

你们都爱吃的
杨梅来喽

本报讯 前两天受弱冷空
气影响，我市时不时飘下一点
雨滴。云系一多，气温也受到
了打压。白天最高气温在26℃
附近，谈不上炎热，倒是有点
闷。不过早晚的气温都在20℃
以内，还算较为清凉。

据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
报，这个周末天空转晴。今明
两天气温还比较平稳，最低气
温 17℃—18℃，最高 26℃—
27℃。周日晴到多云，受南风加
持，最高气温猛然蹿上 32℃，
烈日炎炎的日子又回来了。

进入5月，浙江不少城市
已经历过高温日的洗礼。像杭
州、湖州、嘉兴等城市，早在
8日就宣布入夏。慈溪的夏天
迟到了一阵子，但也没落后太
多。19日这天，按照连续5天
日平均气温超过22℃的气象标
准，慈溪于14日步入了夏天。

这个入夏时间比常年略偏
早，比起上述几个城市晚了
些。不过这段时间里，春夏之
交时常见的强对流、高温日、
连晴和连续阴雨天气，我们都
共同经历过了，从体感和心理
上已早做好了夏天到来的准
备。

天空转晴
周日蹿上32℃

5月19日，匡堰镇上林
小学“小茶人”在校茶艺室
学习茶艺表演，迎接首个

“5 · 21 国 际 茶 日 ” 的 到
来。孩子们还收到了市茶业
文化促进会赠送的《科学饮
茶有益健康小常识》《茶与
健康》等书籍。

■摄影 全媒体记者
王烨江 通讯员 徐旭文

本报讯 “正在通过慈晓
APP观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好，我是桥头镇党委副书记、镇
长胡啸峰。很高兴能通过这次直
播，带大家走进桥头，了解桥
头，了解桥头的农产品……”微
风细雨迎客来，昨天上午，雨越
下越大，却丝毫抵挡不了我们特
邀嘉宾主播胡镇长和融媒体中心
主持人朱松青为桥头白枇杷吆喝
宣传的热情。风大雨大，慈晓粉
丝购买的热度毫不示弱，直播一
小时期间，下单量达894箱。

直播期间，胡镇长为大家介
绍了桥头白枇杷以及其他特色农
业的发展情况。两位主播还为观
众们展示了枇杷膏和枇杷粥的熬
制。茶艺大师方余着装一身仙
气，动作优雅，为大家展示了枇
杷花茶的泡制。观众留言刷屏不
断，赞叹两位主播和出镜嘉宾太

敬业，雨水都打湿了后背，依然
激情满满，口若悬河地为大家介
绍枇杷、介绍桥头特色。

大家在直播时下单的枇杷将
在 1—4天内人工送货上门，枇
杷品质由桥头镇农合联严格把
关。同时，大家还能收到一张
20 元代金券，可以去桥头采
摘、购买时使用。从现在枇杷上
市开始，大家可以去桥头品尝到
桑葚、甜瓜、桃子、杨梅、葡
萄、蜜梨、火龙果、猕猴桃、红
美人、白草莓、小番茄等一大波
水果。小桥乡野，绕不开你的舌
尖。欢迎大家来桥头，游上林湖
看越窑青瓷、逛农场品最甜鲜
果。

消费助农，感谢大家的热情
参与。“晓得哥晓得姐云带货”
活动也会再接再厉，继续为大家
带来价廉物美的优质产品，助力
慈溪好物走出去，推动慈溪文化
传开来。

慈晓云带货
桥头白枇杷专场
带货894箱
也欢迎大家去桥头采摘

校
园
茶
文
化

■全媒体记者 杨昀

■全媒体记者 郑琳

■全媒体记者 杨贯

■全媒体记者 李佳珊

■全媒体记者 李佳珊

■全媒体记者 叶吟泠
通讯员 冯罗鑫 杨蕾

■全媒体记者 杨贯
通讯员 蔡卫华

■全媒体记者 杨贯
通讯员 杨鹏

■全媒体记者 龚益
通讯员 郑超雷 尤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