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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江晚报讯 昨天，记者在
市区几家农贸市场走访时了解
到，目前西红柿正开始大量上
市，但市场中却出现了一些浑身
绿色的西红柿，就像是未成熟
的。其实，这些西红柿是抢滩市
场的新品种绿番茄，虽然价格较
高，但味道确实不一般。

昨天上午，记者在市区某农
贸市场看到，这种新品种绿番茄
受到了许多市民的关注。与普
通西红柿相比，绿番茄的个头要
小一些，最大的有网球或乒乓球
大小，小的有野鸡蛋大小，从外
形上看，它们是普通西红柿的

“缩小版”，与圣女果（水果西红
柿）外形有明显区别。

据了解，这种绿番茄每斤价
格为10元，商贩表示，这是新品种

西红柿，不是生的，就是这个颜色，
即使熟透了，表皮也不会变红。市
民岳女士表示，这种绿番茄看上去
感觉就像生的，而且价格是普通西
红柿的两三倍，有点贵，还是买普
通西红柿放心些。

记者注意到，由于绿番茄是
新上市品种，除了价格较贵外，许
多市民并未认可其是新品种，而误
认为是未熟的西红柿。据了解，虽
然生西红柿本身无毒，但人食用后
可导致中毒。这主要是因为生西
红柿内含有生物碱甙（龙葵碱），人
吃了生西红柿后，会感到苦涩，并
可造成头晕及腹泻等症状，严重时
会造成中毒现象。普通西红柿一
旦成熟变红以后，则不含龙葵碱，
可放心食用。

记者了解到，绿番茄和未成

熟的生西红柿单外观上可能难以
区分，但手感上还是略有差别，生
西红柿手感较硬，几乎没有弹性，
而绿番茄因为已经成熟，手感明显
偏软且有弹性。此外，从口感上来
说，生西红柿苦涩味较重，绿番茄
则有不一样的酸甜味，既可以生
食，也可以做菜。 （沈湘伟）

还没熟的西红柿就上市卖了？
不，这是新品种绿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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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些市民昨天早晨出
门时还觉得有点凉，但是很意
外，夏天其实已经到达镇江。

昨天，“镇江气象”在微信平台
发布消息：“经历过N次入夏失败
后，镇江终于宣布入夏啦。”这是妥
妥地宣布了夏天到来的消息。不
过，夏天不是昨天才到。根据气象
部门的说法，5月20日至25日，镇
江市连续 5 天日平均气温高于
22℃，所以今年5月20日开始镇江
市进入气象意义上的夏季。

在这之前，有一阵子的高温
还是让大家印象深刻的。但是，
一直没达到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
高于 22℃。所以，真正的夏天从
20日开始。所以，从现在开始，西

瓜、冷饮、夏装……这一切都算
是名正言顺了。

尽管是夏天，温度还是会下
降。29 日傍晚到夜里多云转阴，
局部有阵雨或雷雨，30日阴有阵
雨 或 雷 雨 ，最 低 气 温 18℃ 到
19℃，最高气温 22℃左右。31 日
雨止转多云，最高气温会上升到
27℃到28℃。

孩子们的节日没有雨水打
扰，儿童节当天是多云到晴的天
气，最低气温 18℃到 19℃，最高
气温28℃左右。

农田里的麦子到了收割的
时候了。我们总说秋天是收获的
季节，其实现在也是。这几天的
农村，麦子已黄，收割机出现在

田头。上周末还下了一阵雨，现
在正是需要好天气的时候。

未来十天，除了 30日有一次
弱降水过程，31 日至 6 月 5 日都
是以云系变化为主，不过，6 月 6
日又将迎来一次降水过程。未来
十天气温将逐步上升，6月1日开
始最高气温将重新升至 30℃以
上。 （王小月）

5月20日，镇江的夏季到了
儿童节没有雨水打扰，可以撒个欢哦

沈湘伟 摄

京江晚报讯 “这次参加大
会的都是枇杷‘名人’，我特意精
心挑选了冠玉和白玉两个品种
带过去，数量不多，但很受欢
迎。”日前，回忆起参加首届中国
苏州枇杷学术研讨会的经历，扬
中“枇杷王”田云标笑着说。“这
次大会全镇江就选了我们一家
去参加，也算是给扬中争光了。”

从 7 岁开始种枇杷，到成为
远近闻名的“枇杷大王”，今年 70
岁的田云标这一生只做了一件
事，那就是种枇杷。也正是因为
63年的坚守与执着，让他不仅种
出了一片果园，更创造了一个品
牌——“云标枇杷”。

这个品牌到底有多响？从
田云标每年获评的各类奖项中，
可以窥见一斑。连续多年参加
江苏省“神园杯”水果评比，获金
奖 2 次银奖 4 次；2016 年获省十
大优质枇杷称号；2018年省枇杷
发展大会精品枇杷评选中“田云
标牌冠玉枇杷”喜获金奖。

霸红、冠玉、白玉、白沙，田
云标的果园里种植了这四种枇
杷树。相比于去年和前年，今年
的枇杷产量尤其高，用他的话说

“算得上是大年”。
“这园里，有 20余棵 40到 60

年的枇杷树，今年，每棵树的产
量都在200斤左右。其他还有些
20 年以下的树，产量稍低，总体
估算全园产量在8吨以上。从上
周起，就陆陆续续有人来买了，
目前已卖出了千把斤，这周，我
们正式开始对外销售，现已预订
了5000斤，后续还有更多。”田云
标介绍。与前些年不同，2018年
起，“云标枇杷”开启了“线上+线
下”的销售模式，这让他的枇杷
卖得更快、更远。

如今，田云标的枇杷园已成
为江苏省果树研究所技术合作单
位，每年都会迎来各地的参观交
流，而他的枇杷也乘着“互联网+”
的翅膀飞到了全国各地，固定客
源约百家。 （徐琳 徐心俊）

扬中枇杷“走进”学术研讨会

京江晚报讯 24日至25日，
2019年“三仓润农杯”江苏“好
西（甜）瓜”品鉴推介活动在东
台市举行，由镇江农科院选育的

“佳蜜脆”甜瓜品种和镇江三龙生
态有限公司脱颖而出，分别获评
江苏西（甜）瓜“好品种”、“好
基地”称号。

为了提高我市西（甜）瓜品牌
知名度和影响力，市农业农村局
组织遴选推荐了镇江三龙生态有

限公司和镇江农科院选育的“春
圣”、“华月”、“佳蜜脆”、“瑞月”等
甜瓜品种，分别参加“好基地”、

“好品种”评选。
此次活动评选江苏西（甜）瓜

“好品种”10个，评选江苏西（甜）
瓜种植“好基地”20个。经过品种
试验示范、瓜农评价、市民评价、
品质测定和专家评审，我市各有
一个品种和基地入围。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市西

瓜播种面积1.366万亩，比去年同
期增加 225 亩，其中设施西瓜播
种面积达到 0.83万亩，占比达到
61%；我市上半年西瓜预计产量
3.92 万吨，比去年同期产量增加
825吨，预计产值达到 1.58亿元。
种植区域主要分布丹阳皇塘、丹
阳云阳,句容华阳、句容天王,扬
中新坝、油坊,丹徒区荣炳,镇江
新区大路等乡镇（园区）。

（安丽海 干光磊）

镇江农科所“佳蜜脆”甜瓜获评江苏“好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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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学名：萘
它的化学式：C10H8
很多家庭喜欢将樟脑丸放

置衣柜中防虫，樟脑丸有天然樟
脑丸与合成樟脑丸之分。是一
种有机化合物，含有萘的樟脑丸
大多呈白色，气味刺鼻，且沉于
水中；而天然樟脑丸则是光滑的
呈无色或白色的晶体，气味清
香，会浮于水中。用于防虫、防
蛀、防霉的天然樟脑丸又被称为
臭珠，原本是从樟树枝叶中提炼
出的有芳香味的有机化合物。
也用来制药、香料等，医药上用
作强心药。含对二氯苯、萘的樟
脑丸，属于农药类产品，一般用

于工业品或农业品的防蛀，不宜
用于生活类用品。

由于合成樟脑丸成本较低，
目前市面上出售的樟脑丸均不
同程度地含有萘或者对二氯苯，
长期使用对人体有害。建议尽
量使用天然樟脑丸，或者寻找替
代品，如吸水硅胶等除湿剂（不
湿就不容易长蚊虫细菌），或者
干脆将衣服放入真空袋子存放，
既安全又节省空间。

樟脑丸闻了之后对身体有害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