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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去花园菜市场采
访，看到东门入口处显眼地张
贴着“此处禁止剥豆”的白纸黑
字，就知道，蚕豆的旺季来了。
不过，精明的主妇们都知道，无
论摊主怎么花言巧语，都不能
相信现在上市的蚕豆会是本地
货。

外地蚕豆春节前后就开始
上市，现在价格还不是最低，在
6 月份的最旺季时会更便宜。
用美食家的说法，吃蚕豆就是
一路追着春光的过程：随着季
节由春入夏，剥出来的蚕豆头
上的那一道“卧蚕”，会由浅绿
慢慢转为黑色，当它最终变得
像蜡笔小新的眉毛一样时，这

时的蚕豆已经老了，不再鲜嫩。
这些大量上市的蚕豆是

哪里来的？据凌家塘批发市
场统计，主要是福建和云南
的，最大的特点是个头大，一
个几乎可以顶两个本地蚕豆，
不过，里面的仁并不比本地蚕
豆更多。现在，凌家塘批发市
场 每 天 的 上 市 量 差 不 多 有
100 吨，批发平均价较前期便
宜不少，每公斤 6 元，饱满度
也提高了。

价格持续下跌的还有春
笋，尽管和冬笋是同一种东西，
但是因为生长的季节不同，价
格就有了天壤之别。在花园菜
市场，最便宜的春笋每公斤只

要 3 元，随便一种蔬菜都比它
贵。

春笋价格下跌的主要原
因，是目前气候湿润，雨量充
沛，春笋、竹笋生长迅速，上市
量大，虽然福建春笋开始渐渐
减少，但邻省安徽笋，特别是浙
江龙游春笋正处于上市旺季，
量多价就跌。

尽管清明节的连绵阴雨，
引发了蔬菜交易价格的短暂上
浮，不过，由于气温回升迅速，
当前市场地产菜供应量充足，
客菜上市新品增多，价格总体
跌幅明显。

（江红霞 胡艳）

当前地产菜供应量充足

外地蚕豆批量上市，本地的还要等一个月

本报讯 柳絮、梧桐毛絮乱
飞，让人情不自禁地打喷嚏、流
鼻涕、喉咙痒，昨天在大风天气
的作用下，扬尘给常州的天空蒙
上了并不讨喜的黄色和灰色。

来自市环境监测中心提供
的数据，经过 4 月 16 日一整夜
的雨水冲涮，4 月 17 日白天各
个时间段，常州的空气质量几
乎都是“优”的状态。不过，从
17 日晚上 7 点开始，污染开始
加 重 ，首 要 污 染 物 是 PM10。
18 日白天，PM10 浓度基本处
于不断上升的态势，下午 2 点，
虽然实时空气质量还处于良，
但是首要污染物 PM10 的浓度
仍然达到了 120 微克/立方米，
同一时间段，臭氧浓度也达到
了 131 微 克/立 方 米 。 之 后 ，

PM10 的浓度有轻微下降，但
臭氧浓度却在上升。

据了解，有别于秋冬季节，
我市春季的首要污染物一般是
PM10 和臭氧交替出现。这是
因为天气较干燥的情况下，有
风的时候很容易引起扬尘天
气；此外，随着气温的升高，臭
氧浓度快速升高也易引发空气
污染。比如，上周日臭氧浓度
就轻松超过220微克/立方米。

相比 PM2.5 和 PM10 这种
能看到和感觉到的污染物，看
不见的臭氧污染，对人体健康
的威胁同样厉害，所以，除了戴
上防毛絮、防扬尘的口罩，也到
了用帽子、阳伞、墨镜、防晒霜
把 自 己 全 副 武 装 起 来 的 季
节。 （胡艳）

PM10和臭氧交替，成为春季首要污染物

防毛絮、扬尘外，要开始防臭氧了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常州晚
报记者从常州经开区获悉，常
州经开区有轨电车 T1 线一期
配套工程开始施工建设。

为确保工程的顺利进行及
施工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根
据相关法律规定，决定在施工
期间对潞横路、华喜路采取交
通管理措施。

潞横路潞城段：东城路—
五一路、五一路—兴东路、兴东
路—恒耐大桥路段实施半封闭
施工（保持东城路、五一路、兴
东路南北向通行），仅允许沿线
单位车辆和非机动车、行人通
行。施工工期从 2017 年 04 月
25 日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施
工期间公交和过境车辆请从东
城路、五一路、兴东路、富民路、
东方东路等道路绕行。

潞横路横山桥段：顺丰物

流园路段—S232 省道半封闭
施工（保持剑横路、S232 省道南
北向通行），仅允许沿线单位车
辆和非机动车、行人通行。施
工工期从2017年04月25日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施工期间公
交和过境车辆请从 335 镇道、
剑横路、S232 省道、山水路、环
山北路等道路绕行。

华喜路横山桥段：S232 省
道—东观桥路段半封闭施工

（保持S232省道、公园路南北向
通行），仅允许沿线单位车辆和
非机动车、行人通行。东观桥
—横山桥派出所路段全封闭施
工。横山桥派出所路段—江南
路路段实施半幅封闭施工，允
许车辆半幅通行。施工工期从
2017年04月25日至2017年9
月30日。

（刘吉林 吕洪涛）

经开区有轨电车T1线一期配套工程开工

潞横路、华喜路将实行交通管理

本报讯 昨天上午，中铁第
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常
州分院项目签约仪式在经开区
举行。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
团有限公司常州分院项目签约
入驻经开区，总投资 5 亿元，将
以“长三角”为中心，辐射整个
华东地区，力争通过五年左右
时间，建成专业完整、管理规
范、技术领先，能够为工程建设

提供全过程服务的综合性设计
咨询分院。

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
有限公司常州分院落户常州经
开区，标志着常州经开区轨道
交通产业正在向勘察设计的产
业链顶端延伸，是经开区轨道
交通产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一件大事。

（刘吉林 吕洪涛 沈韦钧）

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常州分院落户经开区

经开区轨道交通产业
延伸至勘查设计顶端

它算得上是溧阳土特产行业的“老大哥”

做减法，推新品，“老大哥”瞄上了小年轻

乌米饭，几乎是溧阳所有
农产品加工企业都有的一种
产品。从2016年开始，南山竹
海公司把乌米饭作为一项重
要的主打产品来做，同时开始
向休闲零食的方向发展，今年
1月份开始推出的乌米锅巴，
虽然只有原味和辣味两种口
味，但上市以来已经俘获了一
批消费者。

乌米锅巴的主攻市场是
青少年，所以，公司专门请人
设计了新潮的外包装，印上了

类似于四格漫画的图案，风格
明快靓丽。它的制作原料和
乌米饭一样，都是选用野生的
乌饭树叶，来自高淳的优质糯
米，最重要的是，加工过程中
使用的唯一的添加剂，就是乌
饭树叶。

在乌米锅巴的外包装上，
公司用的是“汪德隆”的商标，
这是溧阳市的一家老字号，以
做酱制品而出名，在当地很有
声望。

张雷震 胡艳 文摄

提到南山竹海，多数人
会第一时间想到，那是溧阳市
一处知名的旅游景点。美景
美食历来不分家，溧阳还有一
家因为“南山竹海”而出名的
食品企业，那就是江苏天目湖
南山竹海食品有限公司。

这家企业位于天目湖镇
田家山工业园，光产品展示
厅面积就有近千平方米，谁
能想到，10 多年前，它还只
是一家开在宾馆里的小卖部
而已。

2000 年左右，溧阳的旅
游已经发展起来，当时，像天
目湖这样的景点在省内外都
有了一定的名气，每年都能
迎来不少游客。欣赏完溧阳
的美景，品尝过当地的美食
之后，有的游客就想带点当
地的土特产回家送亲友，看
中了其中的商机，王琪想到
了在溧阳开设一家专门经销
土特产的商店。

2005年，店开起来了，这
是当时溧阳第一家专门经销
土特产的商店，那时候的品种
单一，只有竹箦风鹅，天目湖
砂锅鱼头虽然很受欢迎，但多
数游客也只能在饭店品尝，想
带走一份并不容易。

为了开发更多的产品，
2006 年，王琪在溧阳当地投
资建厂，江苏天目湖南山竹
海食品有限公司在这一年正
式成立了。

从小卖部起家，开
了溧阳第一家专
卖土特产的公司

工厂建成以后，依托天目
湖南山竹海地区丰富的自然
资源，逐步实现农产品的产业
化开发，溧阳当地特色风味一
样样地从生产线上下来，除了
竹箦风鹅和砂锅鱼头，还有富
有溧阳当地特色的各种笋类、
白芹、雁来蕈、乌米饭等等。

目前，公司占地面积近20
亩，年加工能力 3000 吨左右，
拥 有 标 准 食 品 加 工 厂 房 近
2000平方米。

土特产店开得越来越多，
相关的食品加工企业也越来

越多。彼此的产品也比较雷
同，大家在追求品种齐全的路
上互相较劲，南山竹海产品最
多的时候有 40 多个品种，光
笋类就有野山笋、手剥笋、扁
尖笋、笋干等不同品种。

这几年，市场形势发生了
变化，一味地求多求全，也许
并不能适应市场。于是，从
2016 年起，南山竹海公司开
始削减品种，以前卖得很火的
扁尖笋从产品目录中消失了，
最终的目标，是减到 10 个以
内。

做好“减法”，不再求全求多，主动适应市场

做乌米饭的原料，做成美味的乌米锅巴

相比乌米饭，乌米锅巴吃起来更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