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这家菜场的老主顾啦，自从
2012年菜场开始营业后，我和邻居们
就一直在这里买菜，这里我们买得放
心，吃得也放心。”近日，记者来到位于
堡镇石岛路上的新堡菜场采访，刚到
菜场门口就听到了市民对它的肯定。

“新堡菜场由堡镇政府出资建造，
于2012年6月1日正式启用。菜场启
用后很好地解决了堡镇中北部地区市
民的买菜问题。”新堡菜场管理方负责

人张子俭介绍，该市场经营面积3100
平方米，内设173个室内摊位，27间店
面房，是一个集农副产品、早餐、水果
零售、小百货交易等为一体的综合性
集贸市场。为了让市民停车方便，菜
场还提供了40个机动车位和100多个
非机动车位供市民使用。菜场辐射
半径包括博园、电业新村、虹宝苑等
多个大型小区，惠及群众万余人。

走进新堡菜场，市场内光线充
足，内部通风良好，摊位“三包”，地面
干燥清洁、见不到垃圾，活禽区域被
隔离开来。敞亮干净的环境，有序规
范的经营，商贩忙碌的身影，市民满
意的笑容……和谐的景象令人欣喜。

记者和来菜场买菜的居民黄健
攀谈起来。“我和家人都喜欢来这里
买菜，这里停车比较方便，菜场内干

净整洁、光线好，购物买菜就像是逛超
市，很舒服。”这是他对新堡菜场的评
价。回忆起10年前堡镇老菜场的模
样，黄健满是感慨：老菜场内采光不
足，地面污水横流，垃圾乱丢，活禽区、
水产区域气味难闻，每次来市场都想
赶紧买完离开。

“干净敞亮”的背后是市场管理方
大量的工作。据了解，新堡菜场每天
有3名保洁人员巡逻清扫。“从早上5
点一直到下午5点半，3名保洁人员都
会在市场内来回巡逻，一旦发现垃圾，
及时清扫。”张子俭介绍，保洁员们会
将菜场内的垃圾按照干湿、有毒有害、
可回收等进行分类，然后由保洁公司
及时运走。

“管理菜场我们真的花了不少心
思，基本日日有检查、周周有小结、月

月有总评。”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新堡
菜场为确保市民满意，在长效管理上
做到五个常态化：环境保洁常态化，
保洁队伍巡回保洁不脱岗；门前三包
常态化，保安队伍时刻盯住跨门经
营、乱摆摊等顽疾，一经发现立即做
工作；规范停车秩序常态化，车辆停
放划分包干区，对不文明行为由工作
人员进行劝导和校正；监察食品安全
常态化，不定时抽查商户出售食品的
质量以及生产来源，一旦发现违规现
象立即处罚决不妥协；确保商家文明
经商依法经营常态化，管理人员每个
月都会多次对商家进行食品安全要
求的宣传。正是这一系列的管理制
度，使新堡菜场营业至今未发生过一
起食品安全事故。

管理方的认真负责让前来买菜
的市民，得到了逛超市一般的购物体
验，而新堡菜场也在近几年内多次荣
获“市民最满意集贸市场”等荣誉。

□ 记者 沈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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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河豚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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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河豚（鲀），长江三鲜排
名首位。在向化镇有一处专门养殖
河豚鱼的合作社（上海丽景农产品
专业合作社），这里土质洁净、水体
优良，养育有近20万尾河豚鱼，品
种为“暗纹东方豚”。

合作社负责人顾健培从事河豚
鱼养殖近20年，对河豚鱼的习性非
常了解。他说：“我们这里的河豚鱼
吃的人工饲料，是处理过的鱼粉，没
有任何毒素，很环保。所以鱼吃了
以后没有毒素积累。”

河豚鱼肉质鲜美，在食客心中
具有无与伦比的地位。而河豚又因
毒素极强，古来就有“拼死吃河豚”
一说。1990年，当时的卫生部发布
了《水产品卫生管理办法》，明确规
定“河豚鱼有剧毒，不得流入市场”。

虽然野生河豚有剧毒，但河豚
毒素并不是由河豚自我产生，经证
实，只要人工养殖过程中对饲料严
格把控，就可避免河豚毒素产生。

自农业部办公厅和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关于有
条件放开养殖红鳍东方豚和养殖暗
纹东方豚加工经营的通知》以后，河
豚终于可以有条件“合法化”了。记
者了解到，由于上海地区河豚鱼解
禁相对较晚，合作社的河豚鱼以前

主要销往江苏等地。
崇明区在今年有条件准许部分

餐饮单位从事河豚鱼经营，不过将
根据国家相关部委规定，采取更加
严格的监管措施，确保食品安全。
崇明区餐饮服务单位从事河豚鱼经
营都应具备7项严格条件，就连河豚
鱼相关信息的登记人员都必须持许
可证上岗，确保每个环节都有据可

查。而任何未经许可的河豚鱼品
种和野生河豚鱼制品依旧在禁止
范围内。

目前，作为崇明本地唯一的河
豚鱼养殖合作社，丽景农产品专业
合作社正在积极申报相关材料，有
望在近期成为农业部备案的鱼源
基地，这样就可以“光明正大”地进
行河豚鱼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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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管制通告

捏鼻子好处多？乱捏鼻子有危险！

捏鼻子这个动作，真的有很多益
处吗？

比如小时候流鼻血家长会说快把
鼻子捏住；再比如想让鼻子变更挺，可
以没事常捏捏鼻子……这些传说是真
的吗？

经常捏鼻子，鼻子会变挺？
答案：不会！
从理论上讲，要通过捏鼻子把鼻

梁变挺拔，还是有可能性的。只不过
需要的时间有点长，估计最少得捏个
几十年才有效果。

鼻梁的高低，是由上颌骨与鼻骨

外凸程度决定的，是天生的。
同时，捏鼻子的手法还得像手术

刀一般精准才行，不然捏歪了、捏扁
了、捏长了……怎么办？

其实更有可能改变的是鼻子下半
部，即鼻尖、鼻侧壁和鼻翼。因为这部
分没有硬组织支撑，只有软骨，长期的
外力刺激确实可能让鼻子外形发生改
变。但注意，这只是理论有可能。

擤鼻涕，要捏住鼻子的两边？
答案：不要！
很多人擤鼻涕都是用两个手指捏

住鼻子两侧，用力将鼻涕擤出。这种
擤鼻涕方法既不正确，还有危险。

耳、鼻、喉是相通的，要是压力太
大不能从鼻子释放，那空气和鼻涕就
会一起遨游。如果它们去了不该去的
地方，还有可能引发几种危险情况：

1.进入耳朵。如果鼻涕里恰好有
不少病原体，可能引发中耳炎。

2.要是用力过猛的话，可能让鼓
膜穿孔，损伤听力。

擤鼻涕，应找一张纸巾掩住鼻孔，
然后捏住一边鼻子，擤另一边的鼻涕，
交替进行就好。

打喷嚏，使劲捂住口鼻比较好
答案：不是！
打喷嚏的时候挡着点，是为他人

着想。但如果把鼻子捂得太紧，就有
可能会受伤。

口鼻不通畅会导致鼻腔压力升
高，从而引起中耳炎甚至鼓膜穿孔。
捂住口鼻打喷嚏也有这个风险，所以
千万别堵死了。

打喷嚏时用手帕或纸巾轻轻捂住
口鼻，或者用臂弯稍稍挡住，都能让通
气更顺畅，同时减少飞沫喷出，对自己
对别人都好。

流鼻血，捏住鼻子抬起头？
答案：血可能被误吸进肺里，

危险！
很多人流鼻血时，应对方法就两

招：捏住鼻孔，仰起头，这种做法是
错的。

耳鼻喉是邻居，如果捏住鼻子抬
起头，血可能进入咽喉被误吸进肺里，
这样很危险。

就算没有吸进肺，把血都吞到胃
里，要是出血比较多的话，会很不利于
医生判断病情。如果有血流到咽喉要
吐出来。

正确的姿势是低头，以免血液向
后流进咽喉。轻轻从鼻孔两侧向中间
鼻梁骨方向按压，再捏住鼻子至少10
分钟。

还可以配合冰（冷）敷来止血。
做完这些，再观察10分钟，如果不出
血了才算止血成功。要是捏鼻子和
冰敷都止不住血的话，就赶快去医院
吧。

2018年 10月 21日（周日），明珠
湖公园将举办2018国际铁人三项上
海崇明站的比赛，届时将有来自54个
国家和地区的约1300名铁人三项运
动员来崇参赛（包括 561名国外选
手）。为保证赛事的顺利进行，当天，
明珠湖公园闭园，该地区实行交通管
制，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交通管制路段和时间
1.管制路段：陈海公路（北沿公路

至江口加油站）、三华公路（新建公路
至陈海公路），双向实行交通管制，禁
止通行。

2.管制时间：10月21日7:00-14:30。
二、机动车出入该区域路线
机动车可通过新建公路-跃新公

路-北沿公路出入该地区。
三、公交改道方案
1.南牛线、乡村5路、乡村6路交

通管制期间停驶。
2.南建专线（庙镇-新建水闸）在

陈海公路、新建公路路口东侧和西
侧，采用两头接驳。

3.南新专线由南门汽车站起经东
门路、利民路、三双公路、北沿公路、
合作公路、宏海公路至新海农场。

4.南红专线由南门汽车站起经东
门路、利民路、三双公路、北沿公路、
新村公路至新洲不锈钢厂。

5.增设南门汽车站至江口镇王家
桥接驳车；南跃线线路不变。

四、行人和非机动车临时穿越点
陈海公路沿线共设置7个供行人

和非机动车临时穿越的路口：新建路
口、星虹路口、白港路口、东防汛路
口、太平路口、小高桥路口、江民路
口。其余路口一律禁止任何车辆与
行人通行。所有临时穿越点，只能在
确保赛事安全进行的情况下，在安保
人员的指挥下，实行间断、少量放
行。因此，请本区所有居民，在10月
21日计划出入上述交通管制区域走
亲访友或游玩的，做好妥善安排，提
前或延后，尽可能避开交通管制。

特此通告。
国际铁人三项赛上海崇明站组委会

2018年10月6日

崇明首个河豚鱼鱼源基地挂牌在望崇明首个河豚鱼鱼源基地挂牌在望配送区域扩大
既便民又安全

本报讯 10月8日一大早，家住陈
家镇的龚阿姨来到陈享液化石油气
供应站，准备调换一瓶新的液化气。

“我们从今天开始提供配送到家服务
了。整个陈家镇地区全部覆盖。”站
内的工作人员对龚阿姨说。“送到家，
还帮我安装，对我们老百姓来讲是既
方便又安全。”面对这样的好消息，龚
阿姨十分高兴。

当天早上，家住裕鸿佳苑的朱先
生发现家里的液化气用完了，于是拨
打了燃气热线电话，工作人员立刻安
排专业车辆将钢瓶送到朱先生家
中。不仅如此，工作人员还对朱先生
家中的用气设备进行了安全检查，并
免费调换了安全性能更高的橡皮管，
以减少安全隐患。

据了解，自去年9月以来，上海燃
气崇明有限公司在城桥镇、堡镇、新
河镇、竖新镇等地区率先实行瓶装液
化气统一规范配送。一年多来，共配
送近10万瓶液化气钢瓶，服务无数崇
明老百姓。

今年，配送区域进一步扩大至陈
家镇地区。目前，陈家镇地区仍在试
点过渡期，居民仍可选择到站点自提，
后期将采取全配送方式。预计到2020
年左右，瓶装液化气配送将实现崇明
本岛全覆盖。

□ 记者 徐晨 摄影 吴仲亨

开展净滩行动
共建美丽横沙

本报讯 为促进海洋环境保护，
倡导生态文明理念，日前，横沙乡文
明办组织开展“净滩行动——携手
共建美丽横沙”志愿服务活动，活动
吸引了 10支志愿者队伍，共 200多
名志愿者参加。

活动现场，志愿们身穿红马甲，
手持铁锹、扫帚等工具，将散落在江
边草丛、滩涂和护岸上的白色泡沫
板、饮料瓶、生活垃圾废弃物等一一
捡起。短短一上午的时间，志愿者
们共清理了10余吨垃圾。

此次志愿者净滩行动，呼吁更
多的居民百姓参与到美丽横沙建设
中，提高环保意识，共同守护横沙生
态 环 境 ，助 力 崇 明 世 界 级 生 态 岛
建设。

瓶装液化气实现
陈家镇地区全配送

□ 记者 姚红梅

□ 记者 朱敏欢 通讯员 黄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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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件进入餐桌有条件进入餐桌，，拼死吃河豚将成历史拼死吃河豚将成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