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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报

□ 记者 吴雄

近日，一则名为“这种特征的西红

柿，勿买否则中毒甚至致癌”的帖子在

网上流传甚广，其中所谓的勿买“特

征”西红柿，就是指尖头西红柿。“很多

菜摊上的西红柿不是圆顶，而是像桃

子一样带个尖，这种西红柿是激素使

用过量造成，长期食用此种西红柿会

中毒甚至致癌。”这一网帖令不少网友

瞠目结舌。

帖子中提出，尖头西红柿是激素

使用过多造成的，长期食用这种西红

柿对人体健康有影响，可能会中毒甚

至致癌。这种说法是否有科学道理

呢？就此，甘肃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

番茄研究室副研究员胡志峰表示，吃

尖头西红柿会致人中毒甚至致癌的说

法是不可信的。

西红柿出现尖头的情况有两种可

能性。第一种是特性如此，因为西红

柿的品种非常多，有些品种外形是扁

圆形，就不容易出现尖头可能；第二种

是有些品种外形是高圆型，这种在生

长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畸形，长成尖

头。但这仅仅是外观形状的变化，并

没有研究证明这会对人体健康不利。

另外，西红柿种植在授粉和坐果

阶段必须要采取人工干预的方式，其

中包括使用番茄灵等生长素，这在我

国西红柿种植中已经使用多年，而且

国家对使用浓度是有要求的，一般在

百万分之十几到百万分之二十几之

间，因为使用浓度特别低，所以不会造

成西红柿有害于身体健康的情况，而

且此类激素也不可能高浓度使用，否

则就无法结出正常果实。

▲“上海网络辟谣”微信二维码

□ 记者 石思嫣

前 不 久 ，“ 融 古 汇 今?艺 术 大

通”——油画名家谭根雄师生崇明风

光写生展开幕式在堡镇举行。意料

之外的是，举办此次展览活动的艺术

馆并非“公家”单位，而是由本区企业

家一手创办的民营艺术馆——大通

艺术馆。该馆创始人、馆长印汝告诉

记者，他创办艺术馆并不是想做“艺

术商人”，而是出于对书画的热爱，因

此大通艺术馆的日常运营不谈利益

得失，“只要百姓喜爱，就是对艺术馆

的最大认可。”

印汝是“新崇明人”，在崇明工作

生活已有 20余年。印汝回忆，一开

始来崇明，是服从组织的分配安排。

作为一名在市区长大的孩子，他对崇

明的一切都充满着好奇。之后，印汝

所在企业进行改制，但他并没有选择

回市区，而是选择在崇创办企业，长

期生活于此。

“日子久了难免有感情，舍不得离

开崇明。”工作之余，印汝格外喜欢写

写画画，也经常会和一些艺术家交流

谈体会，每当听说一种新的创作技法，

他都如获珍宝，回家赶紧挥毫泼墨以

解心头之痒。随着自创企业的稳定发

展，印汝开始有了更多的精力醉心于

艺术文化创作。印汝在创作时，还有

一个习惯，就是喜欢躲在家里独自写

写画画，用他的话说，这是因为自己水

平“拙劣”，实在是“拿不出手”。

崇明岛水土洁净、空气清新、环

境优美，到处蕴藏着艺术魅力，是艺

术家写生创作不可多得的好地方。

有一次，印汝在与一位文艺界人士交

流中谈起，崇明之美画不尽、书不完，

但用于艺术展示的场馆却并不多。

印汝心想，创办一家民营艺术馆，不

仅能为艺术家、文艺爱好者提供交流

平台，还能让更多百姓一睹书画之

美，何乐而不为呢？创办艺术馆的想

法很快就被付诸实施。两个多月后，

大通艺术馆正式建成。“其实，自己在

早些时候考虑过筹办艺术展示馆的

计划，还曾着手做了一些相关的准备

工作，所以这次创办艺术馆才能这么

迅速、顺利完成。”

目前，崇明正在建设世界级生态

岛，大通艺术馆的成立不仅填补了堡

镇地区艺术馆数量上的空白，也为当

地居民提供了在家门口与名家艺术

精品零距离接触的机会。堡镇政府

相关负责同志表示，他们也十分欢迎

艺术家们能来崇明写生、创作、展览，

用各种艺术形式更好地展示崇明、宣

传崇明。

在崇生活多年，印汝时时不忘自

己“崇明人”的身份。“创立大通艺术

馆，旨在丰富本地市民的文化生活，

推动崇明文化艺术发展。”印汝说，

“崇明岛环境优美、人杰地灵，将来一

定会有更多的艺术家在崇举办展览，

大通艺术馆将竭诚服务，为市民奉上

文化大餐。”

本报讯 日前，区医保中心顺利通

过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对本区“上海

崇明医疗保险服务标准化试点”的考核

评估，成为本区首个国家级社会管理和

公共服务综合标准化试点项目。

专家组通过听取汇报、查看现场、

查阅相关资料、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

询问等形式，了解试点的建设和开展

情况。依据《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综

合标准化试点评估计分表》的计分标

准逐项进行细致评分，专家组一致同

意，区医保中心承担的国家级“上海崇

明医疗保险服务标准化试点”项目通

过考核评估。

区医保中心承担的上海崇明医疗

保险服务标准化试点自2015年5月立

项以来，历经2年多的建设，以推进医

疗保险服务规范管理为核心，充分体

现本区域医疗保险服务特色，制定的

标准涵盖医疗保险服务的全过程和各

环节，达到了全面提高崇明医疗保险

经办服务的质量及管理能力、提升优

质服务品牌影响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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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绿华镇的社区服刑

人员施某带着女儿来到崇明区第一社

区矫正中心，送来了一面写有“司法援

助解民忧，爱心助学暖人心”的锦旗，

感谢崇明区矫正中心、绿华镇司法所

和新航崇明矫正社工的真情帮教和无

私奉献。

原来，施某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十二年，后经查实患有尿毒症，被

判暂予监外执行。由于疾病的困扰，

施某每周都需要去医院接受血透治

疗，昂贵的医疗费让原本就没有经济

来源的家庭更加雪上加霜。

绿华镇司法所矫正专职干部和社

工在了解施某家的情况后，先后多次

前去他家探望，给他的女儿送上学习

用品，整合多方资源对孩子开展课外

辅导、法治宣传、心理教育等关爱助学

活动，并为她申请帮困助学金共计人

民币5000元。在多方关爱下，勤奋好

学的小施今年以优异的成绩被崇明区

重点中学录取。一家人对帮助过他们

的人感激不尽。

在绿华镇，类似小施这样需要关

爱的孩子还有不少。他们中，有半年

才能和父母见上一面的留守儿童，也

有曾经因违反刑法被列为社区矫正和

安置帮教对象的子女。这群特殊青少

年由于家庭的原因，导致其在面临家

庭教育缺失的同时，还存在孤独自卑、

生活习惯不同，甚至有拒绝融入社会

的倾向。

为了帮助像小施这样的孩子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绿华镇司

法所通过建立自主学习小组，帮助孩

子们增加相互间的交流，减少对于社

会的陌生感，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

中。同时，通过成立法治读书会，帮

助他们了解基础性行为规则和法律

常识，初步了解公民的基本权利义

务、重要的法治理念和原则，使他们

逐步树立法治意识，养成尊法、守法

的行为习惯。绿华镇司法所还在辖

区内大力开展“立家规”行动，通过邀

请法学专家、教育学专家、心理学专

家，以讲座的方式让父母们了解家规

的重要性，并指导他们如何制定家

规，以“家规”让孩子在家庭中感受规

则的作用，培养规则意识。

企业家创办民营艺术馆——

画崇明之韵 展崇明之美

绿华镇：司法陪伴

助孩子茁壮成长

遗失启事

□ 记者 朱竞华

区医保中心通过

国家级标准化试点评估验收

以更高标准

打造医保服务品牌

（上接 1版）不过，这一困局正在破

解。“各乡镇配置了分类收运作业人

员和车辆设备，把垃圾干湿分类运到

垃圾箱房。可回收垃圾单独收集出

售，有害垃圾按相关规定存放，定期

由专业部门清运回收。湿垃圾则运

至专门的处置点进行处理。”区生活

垃圾分类减量推进工作联席会议办

公室工作人员陆瑾介绍。

在横沙乡丰乐村，有全国第一

座农村餐厨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站，

这里于2015年率先推行生活垃圾分

类减量无害化处理。小小的垃圾箱

房里很干净，一个一人多高的柜式

消灭型生化处理机，“吃下去”的是

厨余有机垃圾，“产出”的是可直接

返施于田的液态有机肥料。“村里每

天产生三四百斤餐厨有机垃圾，统

一投入生活垃圾处理机，加工成有

机肥进行再利用。”丰乐村党支部书

记顾伟达介绍说。

堡镇也购置了一台小型湿垃圾

处理设施，在玉屏菜场附近建成1座

日处理量 2吨的湿垃圾处理点。操

作方便、效率高，这是堡镇湿垃圾处

理站给人的第一感受。处理站内，一

名保洁员操作着机器，垃圾桶自动倾

倒在操作平台上，待少许玻璃、铁制

品等杂物被拣出后，湿垃圾从进料口

进入机器，经过搅碎、发酵、风干等步

骤，转化成颗粒状有机肥。湿垃圾经

过微生物发酵后，总量能减少95%以

上。目前，玉屏菜场以及周边若干小

区的湿垃圾全部经分类收集、运输，

送至处理点进行减量处理。

目前，经过筛选、比较，各乡镇

都“敲定”了湿垃圾末端处理工艺，

除了已建成的横沙乡湿垃圾处理

站，其余 17个乡镇完成了镇级湿垃

圾处理站选址、用地等手续。其中，

堡镇、绿华镇、新村乡等 6个乡镇的

湿垃圾处理站已开工建设，其他乡

镇正在启动中，计划年底前建成并

投入运营。陆瑾透露，对于这些湿

垃圾处理站，在建设之初就设置了

“高门槛”：湿垃圾处理站运营产生

的废水、废气，都要达到世界级生态

岛建设和环保部最新监测指标的要

求；尾料作为有机肥使用，必须经农

业部门检测认证。

从分类投放、分类运输到分类处

理，崇明智慧无不蕴含其中。在这

里，垃圾正在完成从“废物”到“资源”

的转变，垃圾“少”了，家园也更美了。

垃圾分分类

家园更美丽

网传“吃尖头西红柿可致癌”不可信

本报讯 在“世界精神卫生日”

来临之际，区精神卫生工作联席会

议办公室、区精神卫生中心日前联

合举办“关爱心理健康 共建幸福崇

明”主题活动，让市民“近距离”了解

精神卫生医院，消除大众对心理疾

病的排斥感，倡导社会大众关注心

理健康、关心精神疾病患者，共同构

建和谐社会环境。

活动中，来自区机关、企事业单

位及村（居）委的100多名市民代表把

寓意爱心、代表健康的绿丝带系在手

腕上，并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参观了精

神卫生中心病区、康复科等区域。在

随后进行的爱心义卖活动中，大家慷

慨解囊，为需要帮助的人奉献自己的

爱心。科普讲座环节，大家仔细聆听，

进一步加深了对精神卫生知识的理

解。居民张富英告诉记者，医护人员

对患者的照顾十分周到，她呼吁大家

能更加关爱精神障碍患者，让他们

拥有更好的康复环境，帮助他们顺

利回归社会。

区精神卫生中心党支部书记陈

伟表示，通过本次活动的开展，进一步

提高了大家对世界精神卫生日、精神

卫生知识及精神卫生专业医院的知晓

度，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正视心理问

题，理解、接纳、关爱精神疾病患者的

良好氛围。

关爱心理健康 共建幸福崇明

崇明区精神卫生日“医院开放日”主题活动举行

▲图为医护人员向市民介绍医院相关情况（□ 记者 张峰 摄）

□ 记者 吴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