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刚刚结束的新民晚报杯暑期
中学生足球赛上，来自崇明的 SGA
高中生足球俱乐部勇夺高中组亚
军。成立仅仅一年，首次出战就一
鸣惊人，这群足球少年会记住这个
充满回忆的夏天。

SGA 俱 乐 部 全 称 为 SOUTH
GATE ARES（南门战神），由一群
热爱足球的崇明高中生自发成立。
故事的起点要追溯到多年前的实验
中学校队，队员倪好、杨卿、高兴等
一群小伙伴因足球结缘。初中毕业
后，大家虽然各自去了不同的高中，
但仍然保持联系，时常在周末约球。

大家建立了球友 QQ 群，经常
在周末约着一起比赛训练，队伍不
断壮大至 20 多人，包括各个高中的
校队成员，这支队伍俨然成了崇明
高中的“全明星队”。“有时候周五下
午校队训练完，我们晚上会继续踢
球，一般约在城桥中学，群里喊一下
大家就来了。”队员杨卿介绍。

最早的足球 QQ 群，名字是“老
年人足球群”，“可能因为我们都是
兴趣为主，踢得比较放松，也是一
种自嘲吧。”成员除了崇明爱踢球的
高中生，还有一批大龄足球爱好
者。他们是一群球友，更是 SGA 俱
乐部的幕后“教练”。其中有一位现
年 40 岁的“中年男人”，被队员们亲
切地成为“球队灵魂”。“我们一般就
叫他大叔。”在平时的练习赛中，这
位大叔就会给予小队员们指导。“怎
么跑位、怎么给球”，尽管大叔不是
专业的足球教练，但他丰富的经验
教给小队员们不一样的东西。“包括
无球跑动、有球跑动的注意点。”这
样以赛代练的方式使得 SGA 队员

们之间的配合默契十足。
俱乐部的真正诞生是在 2018年 8

月一场训练赛之后，20 多个队员聚在
一起拍集体照。“我们组一个队伍吧，
弄个小俱乐部怎么样？”队员倪好提出
的建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又是一次
赛后小聚，守门员姚俊磊提出参加比
赛的想法：“我们报名参加今年的新民
晚报杯吧！”自俱乐部成立以来，大家
都是自己约一些校队或是成年队打比
赛，还从未参加有组织的正式比赛。
尽管有疑惑，但想要踢比赛的想法很
快压倒了所有疑惑。“很想看看我们的
队伍真实水平到底怎么样，和别人较
量一下！”

新民晚报杯暑期中学生足球赛是
上海市青少年业余经典品牌赛事。从

1986 年至今，该赛事已经成功举办了
34 届，被沪上中学生亲切地称作“我
们的世界杯”。在赛前，SGA 的队员
们利用暑假进行了集中训练。为了不
留遗憾，大家训练也是格外认真。

本次比赛为期 6 天，采用五人制，
场地位于上海浦东 T98 绿洲足球基
地，SGA 俱乐部或许是参赛队伍中路
途最遥远的一支。“8 点半的比赛，我
们五点半就要从崇明出发。”整支队伍
包了一辆中巴，每天天刚亮就得出
发。从定制俱乐部 LOGO、统一的队
服到此次参加比赛，都是大家自掏腰
包、亲力亲为。

他们可能也是正式训练最少的
一支队伍。“我们平时踢得都是大场，
5 人制的小场地在比赛前我们总共
也就踢了 3、4 次。”5 人制足球赛场地
小，节奏快，无形之中放大了队员们
之间娴熟配合的优势。64 支队伍单
轮 淘 汰 制 ，为 期 6 天 的 比 赛 紧 张 激

烈，队员们还经历了“一上午踢两
场比赛”的紧密赛程。然而少年的
追梦之路从不缺少激情。“还好吧，
没觉得累。”回忆起来，队员们直言
体力不成问题。

就是这支初出茅庐、训练条件
有限的队伍，出乎大家的意料，竟一
路杀到了半决赛。

吃惊的不仅是队员自己，还有
主办方和观赛人员。“崇明小伙子！
砸力！”熟悉的乡音让队员们格外亲
切，原来比赛中的一位裁判也是崇
明人。

在半决赛中，SGA 俱乐部遭遇
了来自黄浦区的队伍。对手即是后
来的冠军，比赛打得很激烈。谈及
首个丢球，踢左后卫的高兴还有些
自责，“当时是个第二落点球争抢，
我有些小失误。”随着对方利用直接
任意球将优势扩大至 2 球，SGA 俱
乐部陷入困难的境地。依靠脚下的
娴熟配合撕开对方的后防线，SGA
俱乐部扳回一球。比赛末尾，小伙
子还创造出了一个好机会，差点将
比分扳平。

由于另一支决赛队伍因违规被
取消资格，SGA 俱乐部与松江区的
队伍争夺亚军。最终，SGA 干净利
落得以 2：0 击败对手，获得新民晚
报杯高中组亚军的好成绩。比赛结
束后，队员们还迎来特殊的颁奖嘉
宾——上海上港足球俱乐部的球星
王燊超、张卫、李圣龙。作为从崇明
根宝基地走出来的职业球员，王燊
超见到崇明娃也是十分亲切，送上
鼓励与祝福。

留有遗憾却值得永远回忆，这
批 少 年 们 的 足 球 之 夏 暂 告 一 段
落，而绿茵场仍是队员们挥洒激情
的地方。队中一些主力队员已经
高中毕业，俱乐部期待会有更多新
鲜血液加入。“常回来看看，还会
在一起踢球。”大家许下约定：球
场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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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上中学生赛杀出“崇明黑马”
——崇明SGA足球俱乐部勇夺新民晚报杯亚军

▲ SGA俱乐部在新民晚报杯颁奖现场（受访者供图）

□ 记者 施昊豪

这些“秋季款”谣言不要信

刚刚过去的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
节气。最近，上海网络辟谣微信公众
号后台收到不少网友的咨询，比如柿
子酸奶同食是否有毒，螃蟹和西红柿
能不能一起吃……这中间，有不少属
于“秋季款”谣言。一起来看看这些谣
言的真相。

谣言一：柿子加酸奶会毒死人？

有传言称“一个小女孩吃完柿子
又喝的酸奶，结果不到半个小时就中
毒死了”。柿子遇酸奶，毒性大到致
命？这是真的吗？

真相：

类似这样的传言早在 2015 年已
被大量转发，而传言的起源是一条讲
述“一名发病身亡的小女孩胃中发现
柿子与牛奶”的视频新闻。新闻中的
医生表示，这名女孩入院当天吃了两
个柿子，还有香蕉，并喝了大量的牛
奶，孩子腹腔中有大量棕黄色的食
糜，还有好多柿子皮。但是这条视频
后半段中，医生还表示，导致孩子胃
穿孔的原因有很多，而且孩子的胃壁

肌层薄弱，早就有穿孔的迹象。也就
是说，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孩子是
因为同食了柿子与牛奶后导致的不
幸身亡。

这一新闻事件在网上被不断转
发，不知什么原因，就变成了“一个小
女孩吃完柿子又喝的酸奶，结果不到
半个小时就中毒死了”的版本。这几
年每到秋季前后，该谣言就又被疯狂
转发。

实际上，柿子和酸奶一起吃的确
可能引起腹胀。这是因为柿子里面含
有大量鞣酸，又名单宁酸，它能使蛋白
质凝固。

据专家表示，如果一次吃进太多
鞣酸，在胃酸的环境下，这些鞣酸和胃
里的蛋白质相互作用，就会破坏蛋白
质分子的三级结构，形成不可溶的沉
淀——胃柿石；若体积大，会引起消化
道阻塞或更为严重的后果。但正常人
在非大量食用的情况下，不会引起严
重的后果。

鉴于鞣酸的特性，吃柿子有几条
注意事项：一是不要空腹吃柿子，二是
不要吃未成熟的柿子，三是不要吃柿
子皮，四是不要大量同时食用柿子和
高蛋白食品。

“柿子+酸奶=剧毒”是一则典型
的食品安全谣言。在 2015 年，由国家
食药监总局等部门一同发布的“2015
年食品安全十大微信谣言”中，该谣言
位列其中。

谣言二：捡几片银杏落叶泡茶喝，

能降血脂？

此前网上一直有说法称银杏叶泡
茶喝可降血脂。而到了 10 月深秋之
时，金黄色的银杏树就会开始落英缤
纷，往年曾有网友捡拾银杏叶回家泡
水喝。

真相：

记者曾就此问题，采访了上海中
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中西医结合副主任医师侯霄雷。侯
霄雷表示，银杏叶制剂或者经过加工
的银杏叶茶，确有降脂作用；但是，路
边捡拾的新鲜银杏叶却是有毒的，市
民不能直接泡水喝。

她解释说，新鲜银杏叶与白果一
样，含有大量有毒的银杏酸。在 2015
年版《中国药典》对银杏叶制剂规定，
银 杏 酸 含 量 应 在 每 千 克 10 毫 克 以
下。而路边捡拾或摘取的叶子未经
过加工和提取，里面的银杏酸含量高
达每千克 2300 毫克，远远高于《中国
药典》中的规定，人体过量摄入会有
危险。

此外，银杏酸是水溶性的，用新
鲜银杏叶泡茶，银杏叶中的黄酮类、
内酯类有效物质尚未析出，有毒的银
杏酸可能已经溶于水中，喝了有中毒
危险。

开展宣传活动
推进双拥工作

本报讯 近日，堡镇事务办联合
堡镇消防中队和堡镇海防营在堡镇
双 拥 文 化 广 场 开 展 双 拥 早 市 宣 传
活动。

活动主要开展双拥知识宣传、消
防安全知识宣传及理发、测血压等便
民服务，共发放双拥宣传品 400 余件，
提供便民服务 80余人次。

活动取得良好的双拥宣传效果，
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军民关心双拥、支
持双拥、参与双拥的热情，在堡镇上下
形成了浓厚的双拥氛围。

近年来，堡镇拥军优属成效显著，
驻镇部队、优抚对象、退役军人满意度
高、幸福感强，连续八届荣获上海市爱
国拥军模范镇。

本报讯 为进一步落实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工作要求，自开展联合整治
行动以来，陈家镇继续保持防范打击
非法行医高压态势，重点关注前阶段
查处对象，不断加大线索排摸力度，切
实整顿社会治安乱象。

近日，陈家镇主动出击，由镇事业
办牵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安派出
所、市场监管所等部门，联合区卫健委
监督所查处取缔陈南村 534 号一处无
证行医回潮点位。现场收缴器械 20
件，并开出 2.2 万元处罚决定书，彻底
取缔该无证行医点位。

下阶段，陈家镇将按照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工作要求，对无证行医重点
人员、重点区域采取“回头看”、“突击
检查”等多种监督方式，全面排查潜在
点位、严防严控“死灰复燃”，做到发现
一起、查处一起，切实营造公平有序的
医疗卫生环境。

重拳出击联合整治
严控非法行医反弹

本报讯 日前，在新河镇的上海绿
晟实业有限公司，新源居委假日学校
的学生们在公司负责人带领下，参观
公司食品加工间，了解食品制作过程
和食品安全等知识。现场，通过 PPT
讲解和问答互动，为学生科普食品安
全知识。

据了解，今年新源居委的假日学
校课程设置十分丰富，不仅通过实
践传达食品安全理念，也通过参观
基地加强学生的法律知识、红色教
育等，让学生学到许多课本以外的
知识。

相关负责人表示，居委的假日学
校主要是依托各方的资源，注重小朋
友的课外实践，使他们真正能过上健
康、快乐、有意义、充实的假期。

参观食品加工企业
提升学生实践能力

暖心!崇明市民
救治一受伤鸟类

城桥4路增设
“中心医院”招呼站

本报讯 为方便城桥镇城区市民
乘客就医探病出行，自 8月 15日起，城
桥 4 路（东圈）改道南门路、南门路调
头、朝阳门路后原线行驶，并增设“中
心医院”招呼站。

组建高中“全明星队”

□ 记者 孔玲娇

□ 记者 顾利娟

本报讯 近日，崇明新海镇市民
薛军震在单位院子里发现了一只翅
膀受伤的鸟，送到位于东平国家森林
公园的崇明区陆生野生动物收容救
护中心。经鉴定，受伤鸟为中白鹭，
被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
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
物名录》。

在发现受伤的中白鹭后，薛军震
为了避免对其造成二次伤害，立即通
知新海镇政府和当地农技中心，相关
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并联系了崇
明区陆生野生动物收容救护中心，将
这只小鸟转送到救护中心。

救护中心工作人员童女士检查了
白鹭的翅膀，双翅能完全展开且没有
明显伤口，她推测这只中白鹭今年初
夏出生，“利奇马”台风经过崇明时不
慎从树上坠落摔晕，身体并无大碍，观
察一天后，即可放归自然。

童女士介绍，每年 4 月，陆续迁徒
至东平国家森林公园附近的候鸟约几
百只，经过 5月的产卵、孵化，7、8月数
量高达数千只，待到 10 月时集体南飞
过冬。这只摔晕的中白鹭可能是缺乏
生活经验的鸟宝宝。

根据童女士经验，野生鸟类一般
都生存能力较强，遇到没有明显受伤
的离群鸟类，不用过度救助，自愈能力
会帮助它恢复体力后自行飞离。野生
动物不喜欢圈养，有的鸟类可能因为
被关在笼子而绝食，另外，它们喜食活
物，森林中食物丰富且捕食方便，更利
于它们恢复。

工作人员提醒：如果市民发现有
受伤鸟类，可以联系当地相关部门或
送至崇明陆生野生动物收容救护中心
进行进一步救治。

□ 堡镇

□ 陈家镇

□ 崇明巴士

首次参赛一鸣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