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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届 中天汽车杯

“拍出精彩”摄影比赛

参赛作品可发邮箱至rb_blzk@163.com
咨询电话：刘克林 13506146683（微信）

震撼上市

本报讯 最近，随着气温的回升，
菠萝、凤梨、芒果、小番茄等春季水果集
中上市。记者走访市场发现，今年一些
常规春季水果价格与去年基本持平。

记者走访水果市场发现，目前正
是春季水果集中上市时期，千禧果、菠
萝占据了水果市场的“半壁江山”。眼
下正是吃菠萝的最好季节，今年菠萝
价格十分亲民。目前来自海南的菠萝
批发价为每斤 2.5 元左右，成为时下
最受欢迎的“平价水果”。

“现在吃菠萝很划算，一整只菠萝
只要 8 元左右，吸引了很多人购买。”
城区一家水果摊的店主说，一到菠萝

上市的季节就卖的不错，价格实惠。另
外，虽然凤梨价格稍高，但因其口感比菠
萝甜，少了酸味，也十分受消费者欢迎。
市场现在售卖的千禧小番茄是海南运过
来的，算下来每斤八元钱左右，销量也不
错。

当季水果甘蔗目前已经进入销售尾
声，清明节前后将完全下市。水果摊主
介绍，相比往年，今年的甘蔗价格要高一
些，主要原因还是量少。受到今年广东
雨水过多的影响，当地产的甘蔗出现泡
水情况，品质大多不太理想。

“贵族水果”国产樱桃、进口榴莲等也
在水果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不过国产樱

桃刚刚上市，价格偏高，高达80多元一斤，
让很多市民望而却步。相对而言，进口的
车厘子价格便下来了，只需二十多元一
斤。榴莲价格同样很高，一箱800至1000
元，4-5个，算下来要二三十元一斤。”

各大电商平台纷纷针对生鲜类商品
推出促销热卖活动，包括草莓、橙子、菠
萝、奇异果、火龙果等畅销品种，目前都有
大力度的优惠。以草莓为例，部分电商平
台优惠后每斤仅售20元，另外还有一些
进口的奇异果、脐橙等，也都在大幅打折
促销。此外，生鲜类商品的配送速度也比
以往有所提升，这令很多消费者将购买主
阵地转移至线上。 （杨成武）

春季水果大量上市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
小行家⋯⋯”熟悉的旋律和歌声，每
周都会在常州各地响起。自 2014
年首场“小报童”职业体验活动在常
州开展以来，常州邮政“小小报童俱
乐部”已正式成立三周年，经过三年
的运作，“小报童”活动已颇有人气，
活动内容丰富，周周有活动，几乎每
场活动都能收获家长的点赞。

“小小报童俱乐部”是由常州邮
政发起的儿童教育平台，是体验式、
公益性的儿童（学生）社会实践平
台，是家长身边值得信赖和依赖的
教育专家，也是家庭的快乐驿站。
通过每周六、周日不定期集中组织
以“卖报”为主要形式的社会实践活
动，增加孩子们与社会接触的机会，
提高孩子们沟通交流能力和语言表
达能力，体验工作的艰辛，品味劳动
成果，传承自力更生、吃苦耐劳、勤
俭节约的优良传统美德。2018年，

“小小报童俱乐部”正式改名为常州
邮政“会读”俱乐部，将以更多的公
益主题活动陪伴常州 6-12 岁的孩
子健康成长。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常州邮政
“会读”俱乐部 2018 年将推出以卖
报及“悦游江苏”为主题的一系列公
益活动计划，具体设计了包括春季
植树、踏青、学农主题旅游活动，第
三届宝贝大咖秀活动，暑期卖报小
行家、雏鹰小队实践主题活动，金秋
农家乐主题旅游活动，中西方节日、
民间传统节气等文化体验活动，互
动游戏、竞赛、体验等在内的 50 多
个主题活动，活动将突出文化和公
益，贯穿全年，互动性强，精彩纷呈。

常州邮政“会读”俱乐部活动报
名方式很简单，家长们可加入 QQ
群：书香常州亲子体验营（QQ 群号

348421316），关注群公告参加活动；也
可以关注常州邮政官方微信公众号

“邮常州”参加活动，活动参与的形式
也很多样，可以雏鹰小队为形式团体
参加活动，也可与邮政工作人员沟通
以班级中队组团定制活动。俱乐部每
场活动都由专人策划主持，活动优胜
者不但得到优秀期刊试读等物质奖
励，其照片和活动心得文字还可以刊
登在常州版《特别文摘》上，让孩子在
活动中享受成长的快乐。

小编从常州邮政了解到，三年
来“ 会 读 ”俱 乐 部 已 组 织 各 类 活 动
300 多 场 ，其 中 职 业 体 验 活 动 占
45%，各类公益活动占 45%，旅游活
动占 6%，其它活动占 4%。重点是
95%以上的活动均为免费活动，三
年来已有近 2 万人次参加了常州邮
政的各类亲子活动，受到了孩子和
家长们的欢迎。

2018年常州邮政“会读”俱乐部全
新启航，各类活动将在以往的基础上全
面升级，将给孩子们带来全新的体验，
如果你家有6-12岁的宝贝，那就报名
加入吧，常州邮政“会读”俱乐部将给你
和你的孩子带来不一般的体验。

常州邮政“会读”俱乐部
2018全新起航

普通的一堆白色粉末，加上水和
液体胶水后就可以制作成色彩鲜艳的
水晶泥，近来在不少中小学生中颇为
流行，学校周边的小商店内皆有销售，
很多小学生都买来玩。但有细心的家
长发现，制作所需的材料中有硼砂，日
前，宿迁一名 12 岁的小学生因误食

“硼砂”而中毒入院，家长在鼓励孩子
增强动手能力的同时也对这种网红产
品安全性产生担忧。

小学生热衷自制“史莱姆”

这种自制水晶泥又叫“史莱姆
泥”、“戳戳泥”，一年前开始在外国小
朋友中突然风靡起来，然后在 Insta-
gram 等社交媒体上不断爆出各种各
样的玩法，在国内抖音、火山小视频等
软件中也经常会有大神上传自制水晶
泥的教程，不少po主其实都是十几岁
的在校学生。

据 了 解 ，史 莱 姆 是 英 文“ 粘 液
（slime）”的音译，另一方面，史莱姆
也是电子游戏里的一种虚拟生物，它
的形状像一颗洋葱，质地像果冻。把
各种好看的东西加入史莱姆不但给自
己减压，录个视频丢到网上还有大批
粉丝观看，所以各个po主在史莱姆填

充物上都下心思，加入图钉、橡皮鸭、闪
粉等各种各样的“配料”。在社交媒体上
火起来后，实体店里也迅速流行起来。

今年上小学 6 年级的女生贝贝告诉
记者，制作史莱姆是最近在同学们之间
非常流行的手工，同学们会按照网上的
视频和教程购买原材料，在制作中加减
材料、调配颜色。制作过程也很简单的，
但是要做的好看、软硬度适中还是有点
难度的，需要不断地试验。也有家长反
映，自从小朋友迷上史莱姆后，家里的卫
生间或者厨房仿佛变成了化学实验室，
各种五颜六色的粉末散布在周围。

记者了解到，制作史莱姆的主要原
材料有胶水、粘土、硼砂、色料。一网友
描述说：“把粘土揪碎放容器里，先后倒
入少量热水和少量胶水搅拌均匀。再用
一杯水融化一勺硼砂制成硼砂水，加入
其中搅拌成泥，等粘土里的水干了之后
就做成了史莱姆。”

制作原材料小卖部热销

记者在相关学校周边走访时发现，
附近的小卖部均有史莱姆原材料在售，
这些小店无一例外，都把制作“史莱姆”
水晶泥的硼砂水等材料或成品放在了货
架上显眼的位置，方便学生购买。

小卖部老板介绍，主要的原材料就
是硼砂和液体胶水，在学生群体中非常
受欢迎，也有家长帮孩子买，确实卖得很
好，是这段时间卖的最火的产品，比去年
流行的指尖陀螺还要火。“小孩都爱玩这
个，其实这个泥好几年前就有了，不过自
己动手制作是最近才出现的，说是在网
上学的，我们也不懂，他们要买我就进货
卖。”

记者看到，小卖部里的产品分为成
品和原材料，成品史莱姆则是一盒一盒
五颜六色的果冻状物，原材料主要是硼
砂水。材料售价在几元到几十元不等，
硼砂水需要搭配液体胶水来制作史莱
姆。在一家商店，制作史莱姆的硼砂装
在一个透明的小塑料盒中，一盒 2 元
钱。包装盒上贴着一个图片，标有韩文
和条形码，没有产品说明，也没有生产厂
家、生产日期等。另外一家店的“硼砂
水”包装则更加简单，仅有名称、制作方
法和“请勿食用”的警示，但是生产厂家、
地址、材料等内容均没有标识。在淘宝
上搜索“硼砂”显示的结果基本都是色彩
鲜艳的史莱姆、水晶泥，价格基本在几十
元左右，评论显示很多消费者都是买回
去给自己的孩子制作手工的。

在学校周边走访时记者发现，除了
“史莱姆”泥外，其他泥类产品还有很

多。如彩泥、陶泥、超轻粘土、太空泥等
产品集中堆放在货架上，价格在几元到
十几元不等。“这些泥都卖得好，尤其是
小女孩，特别喜欢这些五颜六色的手工
品。”小卖部老板说。

硼砂有毒性使用须谨慎

据了解，制作史莱姆的原材料硼砂
它原本属于化学产品。是非常重要的含
硼矿物及硼化合物。通常为含有无色晶
体的白色粉末，易溶于水。硼砂在医学
上有着消毒抑菌的作用，另外也常用作
消毒剂、洗眼水、保鲜防腐剂、农药、化妆
品等领域。市面上售卖的硼砂往往已经
部分风化。

硼砂毒性较高，世界各国多禁用为食
品添加物。人体若摄入过多的硼砂，会引
发多脏器的蓄积性中毒。小孩在做手工
过程中，如果遇到皮肤破损或者不经意间
用手摸到口腔黏膜，硼砂就会被人体吸
收。硼砂在人体内吸收较快，但从体内代
谢出去的过程较慢。当人体摄入一定量
的硼砂，就会引起消化道相关疾病，比如
食欲减退、影响营养素的吸收等。

市民李先生说，他本来挺支持孩子
自己做手工，锻炼动手能力的，但后来
他发现史莱姆制作材料中有硼砂，觉得
还是为了安全考虑不准让孩子玩了。

“我们家孩子年龄还小，孩子在做手工
时，不经意间就可能用手摸嘴，很容易
造成危险。

据了解，过去人们喜欢在泡糯米时
放一点硼砂，炸油条也会下一点硼砂，
据说这样做出来的粽子和油条好吃。
但上个世纪有报道称硼砂致癌，所以国
家下令禁止硼砂作食物用途，误食工业
硼砂，轻者会产生腹痛、呕吐的中毒症
状，如果误食过多，会引起多脏器的积
蓄性中毒。

在制作过程中，家长应加强看护，
儿童使用后，尤其是在进食前应及时洗
手，以防将残留在手上的有害物质摄入
体内。 杨成武

成份含硼砂使用须谨慎

自制水晶泥流行校园

第十届中天汽车杯
拍出精彩摄影比赛获奖名单（一）

一等奖2名

中天汽车集团日本行掠影

退伍兵收获爱情

二等奖4名

祖国在心中

特别的教师节礼物

常州两幅作品荣获“郎奖”

《鸡年》入围国际联赛

三等奖8名

北极驯鹿

红山与山羊

宛如油画《迎客松》

笑对人生

生态湖州城

金拇指党员献爱心

小小安全监督员

练功房里舞青春

优秀奖10名

小小消防员

龙城志愿者在云南

美丽西太湖

颂歌献给党

直面冲击

如火如荼

暑期培训热

为了江苏腾飞

八一军旗红

撞钟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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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新自主高端汽车品牌
“领克”在我市钟楼汽车城开出首家专
卖店，名为中天日辉领克中心，由常州
中天汽车集团负责经销运营，经过两
个多月的试营业，于 3 月 16 日正式开
业。作为一家相比传统 4S 店功能更
加齐全，服务更加个性化的服务中心，
常州中天日辉领克中心的正式开业引
领行业之先。

领克是由吉利汽车与沃尔沃汽车
合资成立的，定位于国产高端品牌。

11 月 28 日，领克旗下首款车型领克 01
在浙江宁波国际赛车场正式上市，新车
先期推出搭载 2.0T 发动机的 6 款车型，
售价 15.88-22.08 万元，车型将享受终
身质保、车载系统终身免流量以及免费
道路救援服务。

常州中天日辉领克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该店是全国首批通过厂家验收的
门店，由于建店标准高、起点高，常州领
克中心被厂方总部确定为样板店之一，
也是全国唯一一家非一线商圈的样板

店，试营业期间，已经交车 208 台，市场
反馈良好。据介绍，“领克 01”大规模调
动了沃尔沃的技术和采购资源，在研发
技术层面上与沃尔沃高度合作，如发动
机、变速箱和主动安全系统等，从硬实力
上看“领克 01”还是非常有料的。而从
价位来看，它也将自己置入了一个竞争
最激烈的区间内，将于奇骏、CR-V、
RAV4 荣放、途观等合资实力车型进行
最直接的竞争。配置上，10.25 英寸全
液晶仪表、中控液晶屏、全景天窗、电子

挡杆、CarPlay、CarLife、主动式座舱清
洁功能、双区自动空调、自动驻车、电子
手刹以及自适应巡航等，此外，官方还承
诺终身免费数据流量。

今年 3 月 4 日晚央视财经频道，《大
国重器》“智造先锋”中，首要登场的便是
位于浙江台州的领克工厂。个性化的品
牌形象，年轻化的车型定位，高端化的用
车体验，互联化的智能方案，是领克车型
最大的特点。领克以互联网思维解决当
今时代汽车消费的痛点，基于对自身技
术、品质和售后服务能力的信心，为中国
消费者提供行业至高标准的无忧购车、
无忧用车的超值体验。欧洲技术、欧洲
设计、全球制造、全球销售的领克，是国
际协作不断深化的成果，是工业化、信息
化高度融合的结晶，领克将成为真正全
球化的中国汽车品牌。 （杨成武 朱臻）

常州首家专卖店开业

自主高端汽车品牌“领克”

常州中天日辉领克中心开业盛
典暨第十届中天汽车杯“拍出精彩”
摄影比赛颁奖活动 16 日晚举行。
领克销售有限公司、中天汽车集团
等领导为领克中心开业启动仪式。
春燕 海斌 张浩 刘克林 文/摄

“领克”落户龙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