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红花也叫藏红花、番红花，是
一种名贵的中药材，原产地在伊朗
和欧洲。崇明西红花种植有着 30
多年的历史，曾经一度占据国产西
红花市场份额的近九成。但是近两
年，随着西红花陆续在安徽、浙江等
地实现规模化种植，市场竞争越来
越激烈。面对新形势，庙镇永乐村
决定改变过去农户各自为政的模
式，打造西红花基地，办西红花节。

据了解，崇明种植西红花已有
30多年历史，种植户超过1000家，
主要集中在庙镇地区。光是永乐
村，目前就有350多户村民从事西
红花种植，种植面积超过 400亩。
依靠着小小的“致富花”，永乐村从
当年有名的贫困村，成了其他村艳
羡的对象。

种植西红花十分有讲究，它适
宜在冬季气候温暖、生育期有适当
降水量、后期气温缓慢上升的环境
中生长。崇明西红花在第一年 11
月底球茎入土进行大田种植，经过
180天田间管理，次年5月农户将球
茎从土中挖起转移至室内，在控温
控湿的条件下继续培育，直到10月
底到11月初西红花开花。从球茎
到开花，整个生长过程都在架子上
完成。眼下，农户们就已基本完成
了球茎上架工作。

据介绍，湖南、河南等地也都曾
尝试引进西红花种植，但因气候和
管理不当等原因，均告失败。“前几
年，崇明西红花的产量可以占到国
产西红花的90%。”村里的种植大户
万建达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里，西红花球茎和种植技术不外传
也成了崇明种植户间一个不成文的
规定。

但随着近几年西红花在浙江、
安徽等地陆续规模化种植成功，品
质相近的国产西红花一下子在市场
上多了起来。另一方面，从伊朗和
南欧进口的西红花数量也一直在增
加，“进口西红花的西红花素含量要
比国产的低不少，但就是价格便
宜。”万建达说。后有“追兵”，前有

“拦路虎”，让崇明西红花面临更加激
烈的市场竞争，目前虽然价格还算稳
定，但销售已经没有了一家独大的优
势。在万建达家，还有不少去年的存
货没有卖出去。万建达说：“干花可以
在冷藏的环境下保存好几年，我们的
品质是实实在在的，我不想贱卖掉。”

西红花遇到的新问题，让永乐村
新上任不久的村党支部书记高振飞
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我从小家里就
种西红花，现在还有呢。所以知道种
西红花的不易，更知道它对农民增收
致富的重要意义。”高振飞说。他觉
得，虽然市场竞争加剧，但崇明西红
花有着许多优势，“崇明西红花的西
红花素含量要比进口的高出一倍，而
国内其他地方种植的西红花，球茎和
种植技术都是从崇明传过去的。猫
教老虎，还要留一手呢。何况西红花

的生长非常挑地方，不能有任何污
染，培育期间完全不能使用农药，没
有比崇明再合适的地方了。”高振飞
认为，崇明西红花缺少的只是足够的
宣传和品牌效应。

最现成的例子是西藏生产的西红
花。古代西红花从波斯（今天的伊朗）
传到印度，然后经西藏传入中原，因此
也被叫做藏红花，这让很多人误以为
藏红花就是产自西藏。有精明的种植
户干脆将错就错，开始尝试在西藏种
植西红花。因为气候条件不适合西红
花生长，西藏西红花产量极低，但摇身
一变成了“原产地”出产的藏红花后，
反而身价倍增，经济效益更高。

崇明西红花也应该得到更多的关
注，实现自己的品牌价值。为了宣传
西红花也为了突出它对整个永乐村的
重要意义，该村设计了西红花图案的
村标，高振飞甚至想过要将永乐村改
名为西红花村以此提高知名度。

前不久，该村又流转出 100亩连
片土地，要在今年打造西红花种植基

地。种植基地将首先把村里的西
红花种植大户请进来，统一种植标
准、统一品牌进行销售，改变农户
各自为政的现状。而在今年 11
月，西红花采摘季，村里还要办西
红花节，游客除了能亲自体验采摘
西红花，还能品尝到西红花大米、
西红花烧饼、西红花崇明糕等产
品。比如西红花大米，西红花的生
长对田地的肥力要求很高，农户采
用和水稻轮作的方式。由于不使
用农药、化肥，长出的水稻虽然仅
为其他田地产量的三分之一，但吃
口却特别香、糯，因而被特称为西
红花大米。

不过，高振飞也坦言，光是靠他
和万建达这样的农户想要打响西红
花品牌，力量远远不够，还需要更多
社会上的有识之士为他们出谋划
策，给予帮助。对于帮助他们的人
们，农户们会拿出一坛陈年的西红
花美酒——这是西红花村待客的最
高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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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红花村决定要西红花村决定要““突围突围””
□ 记者 丁沈凯

老人遭遇电信诈骗
警方及时劝阻

□ 记者 沈俊 通讯员 许鹏

▲ 图为农户把西红花球茎摆上架 （摄 张峰）

本报讯 近日，崇明警方接到一起
电信诈骗案，警方积极组织劝阻，最终
揭穿了骗子的诈骗伎俩。

7月2日上午，港沿派出所接到异
地报警电话，报警人称其父亲陆某遭
遇了电信诈骗，请求警方帮助劝阻。

接警后，警方一边通知辖区各银
行网点进行劝阻提醒，一边在辖区内
寻找被骗老人陆某。警方在辖区内找
到陆某时，他还没来得及汇款。此时，
陆某依然对电话中的“亲戚小金”深信
不疑，根本没意识到被骗。民警向其
讲解了许多类似的诈骗案例，并接通
了老人儿子和“亲戚小金”的电话。最
终，老人才发现自己被骗，放弃了转账
的念头。

后经警方调查，骗局的真相浮出
水面：7月1日晚，家住港沿镇的陆某
接到一个外地陌生电话，对方称自己
是陆某的亲戚，并喊陆某叔叔，还问老
人能否猜出自己是谁。老人此时突然
想起了居住在外地的一个亲戚小侄子
金某，便在电话里问对方是不是“小
金”，对方见状便一口承认。通过长时
间的通话，陆某对于对方的亲戚身份
深信不疑，还主动介绍了家里的情
况。最后“亲戚小金”提出要向老人借
两万块钱应急，过两天就能还上，老人
对此依然没有怀疑，并准备第二天一
早就去银行汇款。

7月2日上午，陆某一大早便去银
行准备在 ATM机上汇款，但因不会
操作，便取了两万块钱现金准备再次
汇款。在这期间，陆某的妻子因一早
听到老人和骗子的通话，但劝不住老
伴，便给在外地工作的儿子打了电话，
其儿子一听陆某遭遇了电信诈骗，便
赶紧异地报警，这才阻止了这场骗局。

目前，警方正在对该诈骗案件进
行进一步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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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主导市场，如今后有“追兵”，前有“拦路虎”——

冒充老人亲戚进行诈骗，利用的
是老人对一些诈骗分子难以识别、警
惕性不高的特点。当前电信诈骗的手
法花样不断翻新，市民朋友，特别是上
了年纪的老人，要不断提高防范意识，
任何陌生人通过电话、短信、微信，要
求自己进行银行转账、汇款的，要多留
心眼，防止受骗。平时多了解防范电
信诈骗的知识，发现有什么不对头的
地方，不要轻信骗子所谓的“保密”指
令，多和家人和亲戚沟通。一旦发现
被骗，要及时拨打报警电话。

本报讯 近日，上海市崇明区人
民法院执行局针对部分失信被执行
人故意躲避执行的情况，开展集中执
行行动。

本次行动于 7月 2日清晨进行，
被执行人徐某是第一个执行对象。
徐某在崇明经营一家农家乐。2016
年初，徐某雇佣施某修缮农家乐屋
顶，施某从屋顶摔下来受伤。因此，
徐某欠下施某36000元赔偿款，但却
分文未付。2017年4月，施某向上海
崇明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徐某仅支付
了 6000元，就余款双方签订了还款
协议，但此后徐某却以各种理由拖延
偿还。

徐某在此次执行行动中，被执行
法官逮个正着，法官对其采取司法拘
留15日的强制措施。之后，徐某家属
便将30000元交到执行法官手中，一
次性履行了付款义务。

据了解，本次集中执行行动崇明
法院执行局共出动执行干警18人，警
车6辆，分别到新河镇、堡镇、中兴镇、
陈家镇等多地开展强制执行。

崇明法院开展集中
执行行动

【警方提示】

□ 记者 沈俊 通讯员 曹彩雲

““致富花致富花””遭遇新挑战遭遇新挑战

建基地办节日打响品牌建基地办节日打响品牌

用保鲜膜保存西瓜会迅速滋生细菌？

盛夏来临，又到了手捧西瓜用勺
子挖着吃的日子。但就在这几天，网
上开始流传一条“用保鲜膜保存西瓜
会迅速滋生细菌”的消息。

网传说法是真的吗？
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近年来，这

种说法每到盛夏就会在网上流传。而
这个说法来自某电视台的一次实验。
在这个节目里，编导买来一个西瓜，切
成两半，一半用保鲜膜包上，一半不
包，放进冰箱冷藏室。数小时后再把
两块西瓜榨成汁，随后工作人员检测
了西瓜汁中的细菌数。结果发现，用
保鲜膜包住的西瓜细菌数是1136个，
而不用保鲜膜的只有124个。于是得

出结论：使用保鲜膜，细菌数量反而增
多，建议大家冷藏水果时不要用保
鲜膜。

对此实验，科普作家云无心表示，
这是个没有可信度的不靠谱实验。人
类生活环境中充满了细菌，处理食物
的任何一步操作中都可能引入细菌。
所以，科学的细菌检测实验，需要受过
专门训练的技术人员进行操作，并且
控制好各种外界条件，才能排除干扰，
让实验结果可信。而上述实验中，实
验者没有经过操作培训很难做到排除
干扰。比如，实验者的手、切西瓜的刀
子和菜板干净与否，这些都会影响实
验结果。仅仅靠一个人随意操作就归
罪于保鲜膜，实在是太轻率。

国际食品安全领域知名期刊《食
品保护杂志》在1988年7月发表过一
项研究，有研究人员比较了切开的西
瓜在包与不包保鲜膜的情况下，微生
物和食品风味的变化。结果发现，相

比包了保鲜膜的西瓜，不包保鲜膜的
西瓜中微生物生长更快。一言以蔽
之，不包保鲜膜的西瓜更容易变得难
看、难吃，也更容易坏。

那么，用保鲜膜保存西瓜到底会
不会滋生细菌？

日前，《科技日报》发表文章指出，
覆盖保鲜膜可以避免西瓜在冰箱里和
其他食物串味，并减少西瓜水分的流
失。西瓜置放环境不干净、温度过高，
才是细菌增长的原因，覆盖保鲜膜本
身不会导致细菌迅速滋生。

需要注意的是，必须要选用正规
合格的保鲜膜，且保证切西瓜的刀和
菜板是干净的，这样会减少细菌的滋
生。另外，很多人觉得，如果已经切开
的西瓜不大新鲜了，只要将外面与空
气接触的一层切掉就可以了。但其实
细菌并不会只在西瓜表层繁殖，如果
表面的瓜肉腐败了，还是把整个西瓜
都扔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