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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时节还没到

小龙虾早早“跳”上餐桌
□ 浔阳晚报记者 金璐
尽管天气乍暖还寒，原本 4 月才陆续
上市小龙虾也“不甘寂寞”，提前爬上了
不少餐馆的餐桌。昨日，浔阳晚报记者
走访发现，今年不少商家纷纷在赶抢小
龙虾生意的先机，早早开店迎客，不少市
民羽绒服还没有脱的情况下，就纷纷剥
上了小龙虾尝鲜解馋。

商家抢先机，
龙虾上菜单
昨日，浔阳晚报记者发现，市区不少
龙虾店、大排档和小餐馆已打出小龙虾招
牌。做好的小龙虾 138 元一份，一份 1 公
斤；虾球 120 元一份，一份 1.5 公斤。不少店
老板说，目前从外地进活虾的批发价高，基
本不赚钱，也不会贸然涨价，只为提前上市
抢占市场。
“这几年龙虾馆一年比一年开得多，不
少商家都瞅着这商机。为了抓住老客户，
我们不得不提早开卖。”一家龙虾店老板告
诉浔阳晚报记者。
“小龙虾都是从江苏进过
来的，肉质好但价格偏高，利润有限，现在
来店里吃的人不多，也不敢进太多，真正有
人气还要等到清明节后。”
“小龙虾其实一年四季都有，但目前批
发价高，零售价其实没多少利润了，现在开
始做，为的就是赚人气赢口碑，等到小龙虾
旺季时吃的人多，生意会更好。”一家龙虾
店老板说道。
采访中，不少龙虾店老板表示，有不少
小龙虾忠实粉丝咨询，这几天他们忙进货，
3 月中旬就正式开卖。一家烧烤店老板称，
去年由于自己龙虾上得较晚，导致隔壁几
家店人流不断，自己店里却没有什么生意，
今年他吸取教训，
提前进货先做准备。

8 岁娃突发急性白血病 急需 A 型血续命

一拨拨好心人赶往医院献血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陈月琴）3 月 5 日，网络
热传九江一位 8 岁儿童突发急性白血病，需要大量
血液救命的消息。浔阳晚报记者通过联系孩子的
父母证实了消息的真实性，同时进一步了解到，患
儿血小板太低，不稳定，
随时需要输 A 型血。
罹患急性白血病的这位患儿名叫夏嘉良，
是湖
口县筠桥乡人。2 月 26 日，
夏嘉良突然流鼻血不止，
随后，家人带孩子去医院检查。医院诊断为“白血
病”
，
孩子妈妈余女士接过诊断书，
脑袋一片空白，
当
时难以接受这一诊断结果，
“才 8 岁的孩子为什么患
上这种病？”一家人都有些着慌了。2 月 27 日，余女
士一家人又辗转到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检查，
在他
人的建议下，
又辗转到江西省儿童医院治疗。
3 月 5 日，江西省儿童医院出具的“疾病证明
书”显示夏嘉良患的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医
师建议住院化疗。目前孩子已接受了第一阶段小
剂量的化疗。余女士告诉浔阳晚报记者，由于“孩
子的白细胞太高，血红蛋白和血小板太低，所以要
输血。一旦血液跟不上，情况会很危险。前两天，
医生告诉我们，医院血库紧张，需要有人献血。我
们家人已献血多次，但还是太少。昨天，几个好心
人来医院楼下的血站献血，受制于身体条件，其中
大部分不合格，仅有两个好心人得以成功献血”。
为了小侄子有效治病，夏嘉良的姑姑发微博
求助。心急如焚的余女士特别盼望有更多的好心
人伸出援手，救救幼子夏嘉良。3 月 12 日，浔阳晚
报记者联系孩子的妈妈余女士得知，这些天，南昌
和九江两地陆续有热心市民前往医院献血。
“一拨
拨好心人来了，他们中的有些人血液不合格，但多
数人献血成功。就在前两天，还有两个学生专程
赶来献血。目前，我手上有 10 多张已成功献血的
单子，A 型血紧缺的状况大大缓解。”余女士由衷地
感谢这些好心人，
“ 非常感谢他们，希望孩子早日
康复，
将来有机会回报社会。
”

夏嘉良。
夏嘉良
。

正在输血的夏嘉良。
正在输血的夏嘉良
。

菜场未见龙虾的影子
昨日上午，浔阳晚报记者在市区新一
菜场、江洲菜场、淘洼菜场转了一圈，并没
有发现有龙虾的影子。
据江洲菜场常年做水产生意的叶老板
介绍，目前市场上还没有人卖龙虾，根据以
往的规律要等到 4 月份后，卖龙虾的才会越
来越多，一般刚上市的龙虾零售价格会相
对贵一点，去年大一点的龙虾差不多要卖
到 80 元一公斤，而大部分推出龙虾的餐馆
基本上都是自己有货源，个别小餐馆有人
预定才会到菜场购买。
一业内人士表示，现在售卖的小龙虾
多是外地客，个头不大肉质较为疏松，只能
尝个鲜，市民吃小龙虾的最佳时间还需等
到端午节以后，那时的小龙虾肉质饱满、口
感好，价格也比较适中，爱吃小龙虾的市民
不妨再等等。

吃货们尝鲜解馋热情高
小龙虾早上市，最高兴的莫过于对小
龙虾情有独钟的“吃货”。
“以前想要吃小龙
虾都要等到 5 月份，最早也要 4 月下旬，但
是今年有的商家 3 月份就在吆喝小龙虾了，
比去年提前了大半个月。”市民刘女士告诉
浔阳晚报记者，昨晚她和朋友提前享受了
一顿小龙虾宴。这么早就能吃到小龙虾，
她感觉特带劲。
市民吴先生说，一听说小龙虾上市了，
他就打电话到餐馆预订了一份红烧小龙虾
与家人一同品尝，
“虽然现在的小龙虾个头
不大，肉也不饱满，但忍了一个冬季，还是
想提前买份尝尝鲜。”
需要提醒吃货们的是，
尽量不要吃小龙
虾中绿色的“龙虾肝”及小龙虾的头部。这
些地方是最容易储存毒素的，
食后有可能引
起食物中毒；在烹饪加工前，一定要在清水
里养 24 小时左右，让虾体吐出代谢物。另
外，在外面就餐也要选择卫生的正规场所，
尽量吃高温煮熟的小龙虾，
食用未熟透的爆
炒小龙虾及醉虾容易发生食物中毒。

江西室内公共场所要全面禁烟

大多数市民支持 吸烟者希望有特定场所
室内公共场所吸烟屡见不鲜
近 日 ，江 西 省 印
发《健康素养促进行
动项目实施方案》，要
求江西省继续建设无
烟环境，所有室内公
共场所、工作场所和
公共交通工具全面禁
止吸烟，卫生计生机
构和学校全面禁烟。
公共场所将全面
禁烟，浔城市民怎么
看呢？3 月 8 日，浔阳
晚报记者对此进行了
采访。
□ 浔阳晚报
记者 余超

3 月 8 日，浔阳晚报记者走访了市区部分餐
馆、商场和网吧等人口密集的公共场所，发现部
分室内公共场所仍然烟雾缭绕。
在市区一家医院的门诊大楼内，浔阳晚报
记者看到，尽管医院多处墙壁上都贴有“禁止吸
烟”的明显标志，然而相对隔离的楼梯间里，患
者及其家属吸烟的情况并不少见。负责清扫的
工人说，每天打扫到这里基本上都能看见烟蒂，
有时候家属在等待结果或等候叫号时，就会到
楼梯间吸支烟。
随后，浔阳晚报记者来到市区一家网吧，刚
刚走进前台就看到 3 名男子正手持香烟吞云吐

雾，而大厅内更是烟雾缭绕，一旁的墙壁上赫然
贴着“禁止吸烟”的标志。网吧工作人员告诉浔
阳晚报记者，虽然他们有时也会对吸烟行为进
行劝阻，但收效甚微。
“只要其他顾客不提意见，
我们一般也不管。
”
在市区部分餐馆、酒店的桌子上，大多数都
摆有烟灰缸，
顾客边吃饭边聊天边吸烟的现象屡
见不鲜。一餐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浔阳晚报记者，
他们也不希望顾客在餐桌上吸烟，
因为这会对其
他顾客造成影响，
但他们很难阻止这种行为。
随后，浔阳晚报记者又走访了市区部分商
场，
发现市民吸烟的现象也比较普遍。

大多数市民赞同公共场所禁烟

对于公共场所将禁止吸烟的规定，3 月 8 日
13 时许，浔阳晚报记者随即采访了 16 名市民。
其中有 13 人支持室内公共场所禁烟，并希望禁
烟条例尽快落实。有 3 人则持反对态度，认为不
应该将所有的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应适当
考虑吸烟者的吸烟习惯和感受。
“有时候去饭店吃饭，虽然在大厅没有看到
人抽烟，但能闻到烟味，估计是包厢里有人抽

烟。”市民王小姐认为，就应该在公共场所全面
禁烟，
而且要严格执行。
在市民符先生看来，与吸二手烟相比，更难
的是劝阻吸烟者不要吸烟。
“有些人就认为吸烟
是他自己的权利，别人无权干涉。”
符先生说。
市民刘女士抱怨地说：
“最讨厌的是在电梯
里吸烟的人，在里面抽一会儿烟，整个电梯一天
都是烟味，这些人太没有公德心了。”

有吸烟者希望能设定吸烟场所
对于公共场所将禁止吸烟的规定，部分烟
民却对此表示无奈。
“ 我抽烟都抽了几十年，可
现在突然颁布一个方案，将禁止在公共场所抽
烟 。 这 对 于 我 这 个 老 烟 民 来 说 ，真 的 很 难 做
到。”从事保险行业的市民李先生告诉浔阳晚报
记者，吸烟已经成了他的习惯，这不是说戒就能
马上戒掉的。因此，他不支持室内公共场所全

面控烟。
“有时候烟瘾来了，想抽又不能抽感觉很痛
苦。”做餐饮生意多年的王先生表示，有时候在
公共场所实在忍不住了就只好嚼口香糖，但实
际用处并不大。
“其实吧，禁烟是好事，我们也不
希望吸烟影响到别人，但禁烟的同时也希望政
府能设定一些能够吸烟的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