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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笋”
“湖州笋”
“临安笋”
……外地笋蜂拥而来，
价格一降再降

气温上升催的，
每斤两三块，
就卖个青菜价

本 报 讯 咸肉炖毛笋（春 笋），
想想
这道家常菜，很多人估计就要像我一
样开始流口水了。最近，常州市区各农
贸市场的毛笋多得一塌糊涂，价格也
是便宜得让菜贩掉眼泪。两三元钱一
斤，也就卖个青菜价，甚至还比不上。
青山桥的八角井菜市场，卖笋的
摊位非常多，为了招徕顾客，摊主们也
非常卖力，各种“福建笋”
“湖州笋”
“临
安笋”的招牌很是醒目，大家都不忘再
加一句“无硫笋”，意思是没有经过硫
磺熏蒸。根据新鲜程度和产地的不同，
毛笋的零售价在每斤 3元～3.
5元之
间，
竹笋则要贵一些，9元一斤。来买菜
的许师傅说，上个星期还要六七块一
斤的，这周一下子便宜了这么多，还以
为自己眼花看错了价格牌。
花园菜市场的笋更便宜。这里的

毛笋也已经从上周的 5.
5元一斤降到
了 2.
5元一斤，个头大点的冬笋一般都
要两斤多，算下来买一颗笋也只要 5
块多钱。
今年的笋为什么这么便宜？主要
还是气温的上升催生的。据凌家塘农
副产品批发市场统计，气温回暖使得
市场里面蔬菜上市品种持续增加，日
上市量均保持在 7000吨以上，批发价
则继续有跌。
在所有品种中，笋的价格下跌最
快、最明显，主要是因为今年春天雨水
充足，天气和暖，有利于笋的生长，目
前，福建笋、浙江笋、安徽笋都蜂拥而
来，近几日上市量均在 500吨以上，上
市量大，再加上春天的笋是一种季节
性很强的东西，在土里多长一天就要
老一分，因而农户们也急于将挖出的

笋早点卖掉，因而价格一降再降。近期
毛笋的批发平均价在每斤 1元左右，
相比往年同期下跌 50%；竹笋的日上
市量也保持在 80吨以上，批发平均价
也只要每斤 3元，
环比下跌了 25%。
不止是笋，很多地产蔬菜的价格
也是稳中趋降，多种叶菜的批发单价
都在 1元左右，如地产青菜、生菜、小
白菜、
茼蒿、香菜等。
“夜雨剪春韭”，
近
日地产韭菜的上市量也开始放大，带
动批发价缓缓回落，近日批发平均价
1.
5元 /斤左右，不过，在农贸市场里，
地产韭菜的零售价仍然高达 4元～4.
5
元一斤，记者在清潭市场还见过有人
卖 7元一斤的。随着气温的持续升高，
来自全国各地的蔬菜上市量还将增
加，蔬菜价格还将会有回落空间。
"江红霞 胡艳#

在市红十字会举行的遗体捐献者纪念缅怀活动上
一位妻子说，丈夫生前心愿，是想让孩子觉得——
—

“爸爸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本 报 讯 昨天上午，
来自安家的孙
丽娟和亲友一起出发，赶到了位于新
北区孟河镇的栖凤山国际人文陵园，
参加堂兄孙金堂的遗体捐献纪念活
动。一片春意盎然中，参加这场以“温
暖的心愿，生命的礼赞”为主题的缅怀
活动的，还有和孙丽娟怀着同样心情
的 14位逝者的家属。
去年 5月，市红十字会在栖凤山
国际人文陵园建立了人体器官（遗 体）
捐献者纪念碑，为捐献者家属搭建了
一个寄托哀思和缅怀瞻仰的平台。孙
丽娟说，堂兄生前是残疾人，因肺部疾
病去世。“生前，他也得到了社会不少
的关注，所以，他临终时的愿望，就是
把遗体捐献出来，为医学事业做贡
献。”孙丽娟告诉记者，她的堂兄是第
一批在纪念碑上刻名字的人。
立在碧绿草坪上的这座人体器官
（遗 体）捐献者纪念碑，造型是一对用
双手牵起红十字的男女，男女人形镂
空，体态宛如一颗爱心，展开的副碑如
同天使的翅膀，守护着需要帮助的人。

目前，碑上已经刻上了 28位捐献者的
名字。
当天的活动中，又新增了 4例捐
献者，包括 2例遗体捐献，1例角膜捐
献和 1例器官捐献。缅怀活动在悠扬
的音乐声中举行。遗体捐献的家属拿
着毛笔在纪念碑上把亲人的名字描上
了颜色，
随后，
献花，鞠躬。
系上黄丝带，用手中的纸巾轻拭
丈夫的照片，她亲吻照片中灿烂的笑
脸，默默落泪。她的丈夫陈海军，去年
因结肠癌去世时才年仅 36岁。“在医
院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说，想把眼角膜
捐献出来，他想让孩子觉得，爸爸还活
在这个世界上。”妻子邓女士告诉常州
晚报记者，丈夫去世捐出角膜后，她得
知眼角膜已经有受体，
“虽然不知道是
谁，
但他的眼睛却照亮了其他人。”
据悉，我市自开展人体器官、遗体
（角 膜）捐献工作以来，已有 205人自
愿加入器官捐献登记行列，181人报
名捐献遗体，103人报名捐献角膜。成
功实现器官捐献 5例，遗体捐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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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虎极光的车主

4S店喊你去升级软件啦
本 报 讯 针对近期曝光的进
口路虎极光汽车变速箱故障及其
它质量安全问题，常州检验检疫
局日前组织 工 作 小 组 前 往 路 虎
4S店开展进口汽车质量安全摸
底排查。
3月 19日，路虎中国官网发
布声明，宣布召回存在故障隐患
的 36451辆 2014、2015款 进 口
极光车。捷豹路虎中国承诺，将为
涉及范围内所有车辆进行免费检
测并进行软件升级，以优化九速
自动变速器的性能。
我市共有进口路虎 4S店两
家。调查人员现场查阅了 4S店内
包括问题车辆投诉、维修、索赔的
记录。同时结合汽车三包规定，
全
面核查三包凭证、与消费者就三
包责任争议的处理情况等。调查

发现，进口路虎极光汽车确实存
在变速箱故障质量安全问题，目
前 4S店已经展开召回工作，并对
部分车辆升级软件模块，但升级
效果有待进一步观察。
据钟楼 4S店介绍，近两年共
售出 290多辆极光汽车，截至目
前已免费升级软件约 25辆。
调查人员要求，4S店应主动
联系每一位符合召回要求的路虎
车主，一个不漏做好召回工作，彻
底消除事故隐患。
常州检验检疫局将积极按照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的
要求做好召回后续监管工作，广
大市民有进口车辆情况反映和投
诉也可登录中国进口商品质量安
全网常州站投诉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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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春晖行动启动

今年将再建 7个春晖家园

为捐献遗体的亲人送上鲜花

例，眼角膜捐献 24例。15名器官衰竭
患者接受了器官移植，
重获新生；
48名
失明患者移植了眼角膜，
重见光明。
另悉，栖凤山还在“常州公祭网”
上特别建立了“网上红十字纪念园”并
捐赠给了红十字会。市民通过网络、
手
机也能献花祭奠这些捐献者，并了解
他们相关信息。
%舒洪喜 徐晓旭 吴燕翎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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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昨天，
2015年“春晖
行动”在我市天宁区茶山街道启
动。作为第一批中国计生协计划
生育特殊家庭帮扶模式探索项目
点，我市于 2013年开始“春晖行
动”
，帮扶工作连续几年列入政府
为民办实事重点工程。至今已打
造 23个市级春晖家园示范基地，
今年还将再建 7个春晖家园，架
起计生特殊群体走出自闭、融入
群体、
融入社会的心灵关爱之桥。
截止到去年年底，我市共有
2977户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今
年，市政府与中国人寿联合出台
“常州市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
住院护理服务综合保险”，由政府

出资投保 297700元，切实解决他
们生病住院、无人照料的后顾之
忧。保险内容为：每人在住院期间
享受每天 100元的护 理 费 用 补
贴，全年累计在乡镇卫生院不超
过 15天、二级以上医院不超过
90天。同时，享有每人每年最高 3
万元的意外伤残保险金。据了解，
我市为省内第三个出台此类保险
的城市。
活动由常州市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市计划生育协会、民建
常州市委、市政协医卫体界别联
合主办，天宁区计生协会、茶山街
道办事处共同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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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恐龙园队

武进嬉戏谷队

金坛茅山队

溧阳天目湖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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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常 州 恐 龙
园队荐中双
色 球 蓝 球 !获
得六等奖"

幸运女彩民随机投注
幸运彩民

中了双色球二等奖
3月 19日晚，双色球第 2015031期开
奖，开出红球 01、05、
07、22、26、
32，蓝球
11。当期双色球头奖开出 10注，单注奖金
655万多元；二等奖开出 113注，单注金额
17多万元。当期我市中出 1注二等奖，中奖
彩票出自钟楼区新建村委张家村 147号的
32040266福彩投注站。

春风送福，在线夺宝

23号，中奖彩民吴女士（化 名）来到市
福彩中心兑奖处兑奖时告诉工作人员，她
经常买双色球，
是位老彩民了。当期她把刚
兑出的 5元奖金又加上 5元钱，也就是花
10元随机了 5注号码，没想到其中第 3注
竟然中得了二等奖，还真是碰上了“奖上
由云
奖”的好运气了。

福彩动态

常州福彩惠迎彩民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福彩和中福在
线游戏的支持和厚爱，自明日起，常州市福
彩中心将在市区 4大中福在线销售厅联动
开展
“春风送福，在线夺宝”
惠彩民活动。
本次活动历时 5天。3月 27日至 3月

31日，彩民在市区城市花园、南大街、旺角
花园、九洲新世界花苑 4大销售厅投注，凭
当日退卡小票至柜台登记，即可获赠大厅
送出的体验券。具体活动规则可咨询大厅
常福
工作人员。

双色球开出 2注 1000万元头奖
3月 24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
游戏进行第 2015033期开奖。当期双色
球头奖开出 2注，单注奖金为 1000万
元。当期二等奖开出 93注，单注金额 16
万多元。计奖后，
奖池金额为 3.
50亿元。
双 色 球 第 2015033期 红 球 号 码 为
03、06、21、29、
31、
32，大小比为 4∶2，三
区比为 2∶1∶3；
奇偶比为 4∶2。当期红
球开出两枚重复号 29、
32，一组同尾号
21、
31，一组连号 31、32；蓝球则开出 05，
当期末等奖开出 1131万多注。
当期双色球头奖全部由云南彩民中
得。
当期二等奖中，
广东彩民揽 14注，
成
为当期中出二等奖注数最多的地区；四川
彩民揽 12注，成为当期中出二等奖注数
第二的地区；山东彩民揽 11注，排名第

三；
其他中出二等奖的地区中奖注数均在
10注以下。
双色球第 2015033期双色球全国销
量为 3.
16亿元。广东（不 含 深 圳）当期双
色球销量为 2994万多元，高居第一，浙
江以 2322万多元的销量位列第二，江苏
1931万多元排名第三，山东 1900万多
元排名第四，四川则以 1451万多元跻身
第五的位置。
下期双色球游戏将根据“55%∶20%
∶25%”的比例进行派奖，彩民朋友将有
据中彩网
机会 2元中得 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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