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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奖

认养稻田

“自己栽，自己吃，很放心”

昨日下午1时许， 崇州市公议乡三合堰村

“花香7号”航天水稻田旁，潺潺的泉水不断流

过。而“喝”过这个泉水的稻田里，周先生正和

妻子埋头插着秧苗，一招一式看起来像模像样，

“我小时候就是在农村过的，插过秧。”周先生

说，这一亩稻田现在他已经认养了，自己栽，自

己吃，很放心。

周先生是成都一家公司的职员，孩子马上就

要两岁了，对米质有很高的要求，所以他们对米的

选择很慎重。“娃娃现在开始吃米了， 她很挑嘴，

我们都是到超市买的很贵的米，觉得不划算还有

点不放心，还不如来认养一块稻田，自己亲自栽

种。”在周先生看来，平常上班压力大，有空就来

打理打理自己的田地，也是一件很惬意的事，另外

周边还有旅游的地方， 还可以去耍释放压力。目

前，周先生已同三合堰村签署了相关认养协议。

如何认养？

一分田起就行，电话可报名

看到有人到村里认养稻田， 三合堰村党支

部书记张建昌显得很开心，他表示，来认养太空

米水稻田的市民，即便不会插秧，没时间来管，

也没有关系，只管9月份来收米就行，“我们全程

帮助他们管护。”

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太空米”的预售

优惠价是16元一斤， 而一亩田能产出700斤大

米，算下来是11200元，不过，认养一亩田的价格

就只要9600元， 相当于您得到700斤的大米，只

需要花600斤大米的钱。

现在， 三合堰村也公开向社会推出了这种

认养方式，一亩地十分田，一分起认养，每分田

能得到70斤大米， 十分划算。 想要报名认养的

话 ， 您 可 以 拨 打 成 都 电 视 台 第 二 频 道

（CDTV-2）热线电话88881890。

产量有限

先预订8折，后预订不打折

据悉， 崇州市公议乡三合堰村有3780亩稻

田， 此次仅240亩集中种植了花香7号。“崇州以

前还没推广这个品种， 三合堰村的种植可以说

是试点、示范。”崇州市农发局高级农艺师吴光

清说。这也意味着，今年成都产“太空米”的产

量十分有限。

虽然有着 “太空血统” 的花香7号大米很

“高端”，但价格同一些动辄五六十元一斤的泰

国香米、五常大米、越光大米等相比仍然便宜不

少。昨日，成都商报买够网透露，此次预售的“太

空米”价格为20元一斤，200元一袋（10斤装）。

为了优惠先期预订的市民， 即日起至6月30日，

首批预订的市民享受8折优惠。7月1日-8月31

日， 第二批预订的市民享受9折优惠。9月1日起

恢复为20元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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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绝症获取保候审 病历异常被识破

犯罪嫌疑人假病情诊断书与自述病情矛盾被检察官发现 最终被判刑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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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毒嫌疑人伪造病历， 声称自己得了

“癌症”， 并骗得公安机关对其取保候审；没

想到后来露出马脚，终被检察官戳穿。这名涉

毒嫌疑人被新津检察院批准逮捕后， 昨日被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

病历显示“患癌症”，被取保候审

今年1月20日，白祖银在新津县花源镇官

林村家中容留2人吸毒过程中被公安民警挡

获，从其家中搜出甲基苯丙胺（冰毒）、海洛

因共计35.25克。该县公安局随即以涉嫌非法

持有毒品罪对其立案侦查， 由于白祖银吸毒

成瘾，公安机关决定先对其强制戒毒。

3月20日，白祖银因急性肝胆疾病发作需

入院手术，新津县公安局决定对其取保候审。

出院后， 白祖银向新津县公安局提供了一份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出院病情诊断， 称其因

患肝癌、直肠癌、胰腺癌手术后需继续治疗。

基于人道主义精神， 新津县公安局决定对他

继续取保候审以便其进行化疗。

诊断书系伪造，终被逮捕

4月8日，该案被移送到新津县检察院，在

审查起诉过程中，检察官发现白祖银系累犯、

毒品再犯，社会危险性大，依法首先应当适用

关押的强制措施， 如确属恶性肿瘤经治疗未

见好转则另当别论。

随后， 检察官要求提供白祖银是否属于

恶性肿瘤经治疗未见好转的证据。此后，白祖

银陆续向公安机关提交了4份华西医院门诊

部病情证明书，证明自己患肝癌、胰腺癌、直

肠癌经手术病情未见好转，需每周2次到华西

门诊随访并继续化疗。

然而， 仔细审查这些病情诊断书后检察

官发现， 白祖银自述病情与医生的诊断措施

矛盾，且4份病情证明书的编号与华西医院的

病人流量不匹配， 加之病情诊断书系白祖银

家属提供，真实性存疑需核实。

在检察官和公安民警共同努力下，白祖

银的主治医生及华西医院均证实白祖银患

癌症的病历及病情诊断书系伪造，白祖银当

初只是急性胆囊炎入院，手术治疗后出院仅

需休息4~5周即可， 并不需要继续治疗。至

此，白祖银装绝症意图逃脱入监关押的谎言

被揭穿。

5月15日，新津县检察院决定逮捕犯罪嫌

疑人白祖银，当日，新津县公安局对其执行逮

捕。昨日，新津县法院对该案一审宣判，白祖

银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有期徒刑两年。

成检宣 成都商报记者 孙兆云

成都产“太空米”受热捧

一家三口一认养就是一亩

崇州市公议乡三合堰村首产“太空米”引发市民关注，

今天起可电话报名认养稻田

成都产“太空米” 9月端上市民餐桌 追踪

“太空米，光听名字

就很港， 啥时能吃上

呢？”“我想买些太空米

尝个鲜， 啥时可以预订

呢？”崇州市公议乡三合

堰村种植240亩“花香7

号”航天水稻，预计9月

上旬成熟上市一事，经成

都商报、成都电视台第二

频道（CDTV-2）等媒

体昨日、前日报道后引发

不少市民关注。 昨日，为

了提前抢到“太空米”，

市民周先生一家3口甚

至直接从成都赶到三合

堰村，认养了足足一亩的

“花香7号”航天水稻！

为了让市民尝鲜这

种又香又劲道又好吃的

本地产“太空米”，成都

商报买够网、成都电视台

第二频道（CDTV-2）

专门联手崇州市公议乡

三合堰村，由三合堰村独

家授权成都商报买够网

预售花香7号“太空米”。

根据达成的协议，从即日

起，市民就可以通过成都

商 报 买 够 网（mygo.

chengdu.cn)预订“太

空米”啦，而早期预订的

市民，还可以享受8折优

惠哦。

花香7号太空米是四川农科院利用太空技

术、生物技术培育出来的高产、优质、带标记性

状的香型杂交水稻， 其母本可上过神舟三号飞

船哦！即日起，成都商报买够网正式启动太空米

预售（1袋起售）。

规格：

10斤/袋，20元一斤

价格：

即日起至6月30日， 首批预订的市民享受8

折优惠（160元/袋）；

7月1日-8月31日，第二批预订的市民享受9

折优惠（180元/袋）；

9月1日起，恢复为20元一斤（200元/袋）。

下单方式 ：

登录成都商报买够网（mygo.

chengdu.cn)下单。

配送时间：

预计9月上旬成熟上市，届时将

按照预订的先后顺序配送。

配送方式：

送货上门（三环内包邮，三环外

每袋加收15元配送费用）。

咨询电话：

028-86626666

成都商报记者 王可然

预订太空米赶快 先下手优惠最多

启动医保经办管理第三方专家评审机制

成都市医保局

聘请700余名专家

成都商报讯（记者 余文龙）

昨日，成都

市医保局启动医保经办管理第三方专家评

审机制， 牵头组建了包含700余名专家的第

三方评审专家库，内设四个专业小组，达到

对各类医保经办争议问题的全覆盖。通过组

织评审，将建立解决争议问题的参照标准。

医疗保险经办管理第三方评审的适用

范围包含：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互助补充医

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医疗费用审核、

稽核争议处理；工伤医疗费用、工伤康复医

疗费用审核、 稽核争议处理； 工伤康复方

案、工伤康复效果评价争议处理；生育保险

医疗费用审核、稽核争议处理；企业、机关

离休干部医疗费用审核、稽核争议处理；门

诊特殊疾病医疗费用审核、稽核争议处理；

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在开展药品谈判、 协议

管理等工作与定点（协议）机构的争议处

理。 新机制的适用范围基本达到对各类医

保经办争议问题的全覆盖。

市医保局相关人士介绍， 为开展医疗

保险经办管理第三方评审工作， 市医保局

在医疗机构推荐和专家自愿报名的基础上

牵头组建了包含700余名专家的第三方评

审专家库， 医疗技术专家均具备副高级以

上职称且从事医疗专业时间超过6年，其中

不乏梁宗安、王春晖、童南伟等知名专家和

学术带头人。专家库内设四个专家组，医保

政策专家组主要对成都现行各类医疗保险

制度提供指导、咨询服务；医疗专业技术专

家组主要对医疗专业技术问题提供技术咨

询、评判服务；法律顾问专家组主要对现行

政策、 新政策涉及法律方面的内容提供咨

询服务； 药品谈判专家组主要对药品谈判

专业技术问题提供技术咨询、评判服务。专

家库将实行动态管理， 专家每届聘期2年，

期满后可以续聘。

市医保局相关人士表示，争议问题出现

后，由定点医疗机构或参保人员提出评审申

请，市医保局受理申请后组织第三方专家评

审，原则上每季度组织一次。市医保局将选

择相近、相关的申请评审问题组织专家进行

集中评审。评审专家由市医保局根据评审问

题涉及的医学专业，从专家库相应专业的专

家中随机抽取形成专家组， 开展评审工作。

争议问题采取逐项讨论和表决的方式得出

结论。评审结论作为解决争议问题的依据和

处理今后类似问题的参照标准。

2月19日， 刘先生请几个客户在武侯区

董家湾北街的“蓉杏酒楼”吃午饭，结账时，

账单列明应收1478元，其中，包括包间费380

元。刘先生觉得包间费收得不合理，将酒楼

告上法院， 请求被告返还380元包间费。日

前，该案在武侯法院一审，法院认定被告酒

楼收取包间费的规定对消费者并无强制性，

没有限制消费者权利或加重消费者责任；且

酒楼在原告消费者接受包间服务前，已在菜

单上标注， 将包间的收费标准告知了消费

者，因此未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法院一审

驳回了消费者一方的诉讼请求。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从原告律师处获

悉，因对一审判决不服，顾客刘先生已向成

都中院正式提起上诉。律师提出，他们还是

坚持一审的观点，认为包间费不应该收取。

成都商报记者 孙兆云

“现在市面上的粽子越来越多了，但最喜

欢的还是传统的白粽子”，知名企业家米瑞蓉

说，端午节包粽子是一种生活乐趣，通过家庭

之间的互动，节日的气氛也就更浓了。

她回忆道，小时候家里包的粽子，远没有

现在那么多的花样，就只有白粽子和红豆粽子

两种。红豆比糯米硬、难熟，在包粽子之前要用

水浸泡一夜。记忆中的粽叶也不止一种，最好的

那种，放在面前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味道。

馅料里，还可以加一点花椒和盐，在拌入糯米中

之前，要简单地炒一下，香味很快就出来了。

“包粽子最难的，是折出那个尖尖”，米

瑞蓉说，整个包粽子的过程，关键的两个步骤

就是折尖和捆绳， 那个时代物质资源不够充

足，糯米中往往要掺杂一部分普通的米，黏性

也就不足，如果包的手法不熟练，在煮粽子的

过程中，米就容易胀出来。十几岁的时候，看

到家里大人包粽子，她就总想去学，不过总也

包不圆润，捆不结实，后来才慢慢地熟练了。

自己动手的乐趣是丰富的，米瑞蓉说，她

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端午前后，大家带上自

家包的粽子到单位，像比赛一般，看谁家的粽

子味道更好。 有的人家在粽子里加了新鲜的

豌豆，还有的加了清香的绿豆。最普通，也是

“粉丝”最多的始终是白粽子，正因为它只有

纯正的米香、 粽叶香， 吃起来时反而更 “百

搭”。拨开粽叶，筷子夹住粽子尖尖，轻轻地蘸

一点白砂糖，清甜可口；或者把红糖熬成糖汁

蘸食，香浓的味道别有一番风味；还有一种吃

法，是蘸豆粉食用，小时候制作豆粉，都是用

石臼慢慢地杵，虽然制作过程会很慢，但等待

的心情却是雀跃的。

家住电信路11号的胡大爷，今年已经81岁

了，不过身体还是很硬朗，腰板笔直，显得十分

精神。同小区的门卫、要好的邻居都吃过胡大

爷家的粽子，不过，他们中很多人都不敢相信，

这些外形漂亮、口味爽口的粽子，都是巧手的

胡大爷亲手包的。

前日上午， 是胡大爷第四轮包粽子了。他

的馅料很简单，糯米洗净后，拌上一点点食用

碱。至于用多少，胡大爷自己也说不具体，他是

熟能生巧，凭借手感。粽叶是去年买多了，留作

今年用，用水多浸泡一会，跟新鲜的一样。他包

的粽子很小， 将粽叶的一端细细地折叠卷曲，

做成一个细长的尖尖。 将米分三次装进去、压

紧实后，将上端的粽叶覆盖下来，用棉线捆住。

棉线是早就剪好的，捆粽子时，胡大爷还细心

地用嘴巴咬住另一端，再用手拉紧。

煮出来的碱粽子是淡黄色的，吃起来有一股

奇特的清香。胡大爷说，以前母亲在世时，年年都

给家里包粽子，他的孙子、外孙女都特别爱吃。那

时候他虽然也会包，但不熟练，包起来样子也不好

看。2003年，母亲去世了，从此，端午节他就自己在

家包粽子，经过慢慢地练习，手艺就越来越好。

“每年都包碱粽子，我的三个儿子和一个

女儿， 三个孙子和一个外孙都只吃我的碱粽

子，不吃外面任何口味”，说起自己给一家三

代包粽子的事，胡大爷满脸得意。他说，自己不

抽烟、不喝酒，最大的乐趣就是听川剧，还有端

午节包粽子给孩子们吃。

端午节，你会在家包粽子吗？关

于端午和粽子， 你有没有特殊的回

忆和心得？速食时代，一家人坐在一

起淘米调馅，说说笑笑包粽子，这样

简单的幸福却离我们越来越远。即

日起， 拨打成都商报热线电话

86613333-1，或@成都商报 新浪官

方微博， 讲述你家关于粽子的老故

事，分享你的“家传粽谱”。

1、选食材

粽叶泡水后洗刷干净 ，糯

米洗净后，加入少量食用碱，搅

拌均匀。

2、包粽子

一片粽叶包一个， 可保证

粽子大小适宜， 对老年人和儿

童都合适。 市面上粽子普遍偏

大，一个就饱，难以再吃其他食

物，不利于营养均衡。米分三至

四次装进粽叶卷起的 “漏斗 ”

里，每装一次，就用筷子往下杵

十次左右，保证糯米紧实。

3、煮粽子

高压锅煮

25

分钟， 然后焖

20

分钟。 用普通的锅煮粽子需

要

3

个小时以上，粽子泡水过久

会影响口感。

4、吃粽子

一碟白砂糖，蘸食足矣。

81岁老“粽迷”

碱粽子包给三代人吃

胡大爷的

家传粽谱

热线征集

打电话、发微博

分享你的家传粽谱

成都商报记者 张漫 摄影报道

实习生 朱天牧

米瑞蓉：最怀念小时候的白粽子

顾客不服败诉 昨日提起上诉

胡大爷包粽子

胡大爷包的粽子很小，将粽叶的一端细细地

折叠卷曲，做成一个细长的尖尖，很漂亮。

认养者在田里插秧 认养者（左）与村干部签署认养稻田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