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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时10多年
村民自主培育“花花生”

中午时分，李先明带记者去了
他的花生地。

比普通花生晚熟两个多月，李
先明的花花生要等到11月下旬才能
收获。花生种在涪江边的河滩地上，
长势很好，植株比普通花生要高。而
拔出来的花生，颗粒饱满，色彩鲜
艳，看起来很漂亮。

李先明细数花花生的特别之
处，首先是这花生壳特别硬，他蹲在
地里，用了很大力气，才剥出粒来。

“花生富含硒元素、氨基酸等。”他把
北京某研究所的检测报告展示给记
者，叹息道，“很多人不晓得我这花
生的特别之处。”

李先明年轻的时候在村里担任
农技员，培育过水稻、油菜等良种，
并到绵阳农校的种子培育专业学习
了3年。改革开放后，他又开了10多
年货车，有了一些积蓄后，“还是放
不下种子培育”。

出于爱好，李先明从1994年开
始投身于油菜、花生种子的培育。这
期间，他花完了积蓄，还找亲戚朋友
借了不少钱，最终培育出了良种花
花生和良种油菜，并于2012年和
2013年两次申请了专利证书。

李先明说，当年吃了不少的苦，
花花生是自己耗时10多年的心血培
育出来的，所以一直希望能够广泛
推广，并最终使更多农民受惠。

花生滞销
至今库存数千斤

老伴去世，子女在成都工作，李
先明一个人租住在金华镇临街一处
房子里。租住屋里堆满了花生，编织
袋一袋一袋地码放在墙根处。记者
数了一下，共有70多袋，以每袋30斤
计算，家里堆放的花生超过2100斤。

这还不是全部的库存。在金华
镇百箩村一处民房和花园社区地里
的工棚中，李先明还至少堆放了
4000多斤花生。

李先明称，这些花生都是去前
年产的，最近他正请人把花生剥出
来，准备榨油销售。李先明说，以前
是通过与人合作，在网上销售，也跟
旅游公司有过合作销售。

李先明告诉记者，在金华镇花
园社区，自己曾租了200多亩地种花

生。这一时期，除了自己大面积种
植，还把花花生的种子卖给村民种，
村民种后，自己再保价回收。金华镇
新街村的庞应兴告诉记者，自己种过
三年花花生，但去年开始没再种了。
村里多户村民也种过李先明的花花
生，跟他一样，如今也没再种了。

原因是卖不出去，李先明资金上
也比较困难。庞应兴告诉记者，李先
明生了一场病，后来项目没能继续。

李先明告诉记者，虽然自己
2017年患上的脑溢血目前已经痊
愈，但记忆力大不如从前，从2018年
开始，他没再大规模种植花花生。

滞销原因、
价格高，推广不够

李先明的女儿李丽告诉记者，
因为平时在成都上班，父亲种花生
的事情，自己不是很清楚，但有一时
期，确实规模比较大。

在金华镇分管农业的副镇长宋
愁的印象中，李先明是一个务实肯
干的人，生病后，确实精力大不如从
前。他的公司和合作社，当地相关单
位给予了应有的支持，但项目最终
失败，还是因为销路问题。

宋愁说，李先明的花生包装成袋
后，曾在当地超市上架销售，但“卖得
一般”。他认为，花花生营销推广欠缺，
又比普通花生贵很多，自然不好卖。

记者在李先明的租住屋看到，
一些袋装的花花生摆放在桌子上，
墙边还堆放着花花生的礼品盒。而
他位于花园社区地里的工棚已经垮
塌，里面除了堆放的花生，也有多个
礼品盒堆放在地上。

村民庞应兴介绍，以前种花花
生，是从李先明那里购买种子，他种
了几分地，一年种子钱大概要200
元，产100斤左右花生，他再以每斤8
元至10元的价格卖给李先明，李先
明再统一销售。

李先明称，自己以前其实卖得
不错，每年产几万斤花生，大部分都
卖出去了，曾一度欠下的200多万元
外债，目前大部分已经还掉了。

曾帮李先明负责合作社管理工
作的龙金蓉（音）告诉记者，自己目
前还种了一小片地的花花生，据她
所知，少许村民也还在种植，对于花
花生推广种植的未来，她表示“说不
清楚”。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灵 摄影报道

中德数字化种植牙节本月开启：50岁以上四川缺牙者即可申请种植体盛会价“2019元”

智能牙科“AI+2代即刻用”
中老年种植“优质微创快速体系”诞生

中德数字化种植牙节“AI+2代即刻用”邀您见证当天种牙当天用，拨打四川名医健康热线028-60160000领取“进口种植体2019元”特别礼物
（仅300份，每人限1份）。半/全口缺牙者更可申请院长参会学术案例享受最高5000元的专项减免。

由于价格实惠、不用手术
等优点，老一辈的成都人大部
分会选择活动假牙的修复方
式，除了咬合力不足、佩戴不
舒服，经常塞牙，掉落等缺点，
无法满足正常饮食需求，还给
老人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
甚至是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兴
趣和梦想。对于享乐风雅的成
都老人来说，“食不知味”已经
是极大的痛苦，“剥夺兴趣梦
想”更是雪上加霜，许多老人
因此闷闷不乐，晚年生活变得
平淡无趣。但是因为智能牙科
“即刻用”种植牙的引进和推
广，“当天种牙，当天用”已经
成为成都众多缺牙者的新选
择。随着5G智能互联的到来，
智能牙科在2019年也在第一
代“即刻用”种植牙基础上不
断升级，固位能力提高、咀嚼
体验上升，更提出全球种植牙
智慧会诊就医的安全高效诊
疗新模式。

首先，“即刻用”是作为中老年
种植系统方案，有专门针对中老年
的一套体系化种植规范和流程，手
术前的准备更加精细，不仅需要更
全面的口内数据采集，还需对全身
进行充分检查，并详细制定手术预
案和应急预案，提前在智能种植牙
模拟系统中预演无数遍，直到有充
分把握了才开始手术。手术过程中，
心电监护及内科医生全程参与手
术，以极大地增加手术的顺畅度。平
均3-5分钟种一颗牙，一口好牙半
小时左右就种好了。已经体验过

“AI+2代即刻用”种植牙的市民这

样描述：“没想到会是这样舒适，刚
上手术台没一会，医生就说顺利完
成了，我还以为没开始呢。”

其次，中老年的骨质则相对疏
松，牙槽骨吸收明显，尤其是高龄缺
牙老人，对手术创伤和疼痛更加敏
感，如果手术治疗过程太过漫长，身
体便无法承受。而“即刻用”种植技
术摒弃了传统种植“切开、翻起牙
肉，缝合拆线”等步骤，采用微创少
痛手术方式，将创伤降到极低的程
度，种植一颗牙仅需3-5分钟左右，
大大降低感染风险，让更多中老年
患者，甚至八九十岁的患者，也可以

在有保障有质量的、轻松少痛的状
况下，种好每一颗“新牙”。

最后，智能牙科更是打造医疗
共享平台，让全球优秀牙医都加入
进来，通过定期坐诊为主、远程会诊
为辅的方式，让成都缺牙市民体验
到世界级的专业诊疗服务。本月也
将会有德国、意大利和广东种植牙
名医到院会诊。其中，“即刻用”种植
牙研发团队将作为智能牙科在欧洲
的技术支持和案例共享单位，一些
复杂病例都可直接通过5G网络与
全国乃至全球优秀的种植牙医生进
行远程会诊。

眼下很快就将进入秋冬进补
时期，正是需要一口好牙的时候。
初秋正是种牙好时机，气温适宜，
更有利于种植牙术后的恢复。“第
二届中德国数字化种植牙节”特别
送出的300份礼物“进口植体2019
元盛会价”（每人限领1份），正好帮
助到缺牙中老年群体，种好一口好
牙，让他们今年过一个暖冬。另外，
10月底，智能牙科蔡明河院长受邀
参与“全球即刻用全球技术论坛”，
需要100例全口/半口的不同类型
种植案例，为论文做样本论述，现
蔡明河院长已从过往的案例中筛

选出70例，10月还需征集30例，如
您是半/全口缺牙情况，可通过我们
的热线028-60160000约蔡明河院
长，由院长亲自设计种牙方案，可免
拍片费和方案设计费，如果符合院
长病例要求，还可享有专项补贴最
高5000元。

“AI+2代即刻用” 中老年种牙更安全无痛
三重保障让老人种牙更舒适、更快捷

“进口植体2019元盛会价” 助力秋冬中老年好口福
“第二届中德国数字化种植牙节”再引爆蓉城

四川老农培育花花生获专利
却因价格高、推广不力滞销

彩色花生难出“彩”

在四川射洪县金华镇的一处河滩地在四川射洪县金华镇的一处河滩地，，6767岁的李先明用了很大力气岁的李先明用了很大力气，，才才
剥开坚硬的花生壳剥开坚硬的花生壳，，颗粒饱满颗粒饱满，，色彩鲜艳色彩鲜艳，，有着好看的纹路有着好看的纹路。。

李先明提供的宣传资料显示李先明提供的宣传资料显示，，他的彩色花生有红他的彩色花生有红、、白白、、黑黑、、半红半白等半红半白等
颜色类型颜色类型。。在在20132013年获得的专利证书上年获得的专利证书上，，李先明将自己的彩色花生命名为李先明将自己的彩色花生命名为

““花花生花花生”，”，并注册了并注册了““花花之声花花之声””商标商标。。
金华镇副镇长宋愁告诉成都商报金华镇副镇长宋愁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红星新闻记者，，李先明的花花生在该李先明的花花生在该

镇一度达到数百亩的种植规模镇一度达到数百亩的种植规模，，并成立了公司和合作社并成立了公司和合作社，，但因为花花生价格但因为花花生价格
较高较高，，加上李先明生病加上李先明生病，，导致花花生销售困难导致花花生销售困难，，目前种植规模已大幅萎缩目前种植规模已大幅萎缩。。

孩子抹眼泪 全家上阵陪着跳为跳绳达标

达标“焦虑症”
催生跳绳培训班

“我感觉儿子上的是体
校！”近日，因为上小学二年级
的儿子被要求每天坚持跳绳，
一位来自杭州的母亲发出了这
样的“呐喊”。因为老师要求全
班同学每天坚持视频打卡，跳
绳每分钟要跳185个才算“优
秀”，让这位母亲“压力山大”，
甚至国庆节期间出门游玩，也
因为儿子没带跳绳无法练习而
忐忑不安。

这位母亲的烦恼在网上
立即引起了热议。有家长形
容，跳绳已经超越数学英语，
成了一年级小学生要迈过的
“第一道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调查发现，为了让孩子尽快学
会跳绳，市场上还兴起了针对
学前儿童和一二年级小学生的
“跳绳培训班”，并且价格不菲。

标准·高不高？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按照要求，一年级男生一分钟跳17
个及格，跳109个满分，女生一分钟
之内跳17个及格，跳117个满分

达标·难不难？
街头测试：5位不同年龄的成

年人仅有1位挑战成功，其余的人
要么一分钟没跳够109个，要么跳
到一半就直接放弃了。

学校测试：1分钟内，至少5个
小学一年级孩子能跳100个以上，
多数孩子能跳60个以上，个别肢体
不太协调的能跳30个左右。

培训·该不该？
学校体育老师会教授跳绳技

巧，只要孩子坚持练习，期末的测
评一般都可以达标。

跳绳也不能输在起跑线？？

“以前跳不起的时候以时间
计，每天20分钟，现在以个数计，每
天1000个。”魏女士的儿子刚上小
学一年级，从今年暑假起，已经开
始“突击训练”。她告诉记者，儿子

“协调能力差”，以前一个都跳不
了，后来幼儿园老师教了好长时
间，也只能跳2、3个。眼看着马上要
升一年级了，魏女士决定每天带
着孩子练习跳绳。从暑假开始，魏
女士带着孩子每天坚持跳，跳了三
四个月，国庆节前参加运动会时孩

子竟然跳了120多个，让她开心不
已。“要有人陪着，不然孩子坚持不
了，很枯燥，之前三天两头哭鼻子。”

李女士的孩子是天涯石小
学二年级学生。她说，孩子之前
跳绳老是跳不好，刚上小学一年
级时甚至一个也跳不了，于是她
赶紧给孩子报了培训班。

“平时我就让她一直跳，暑
假出去旅游，如果忘记带绳了就
空跳。”李女士说，过去的一年，
孩子过得很辛苦，她这个做家长

的也很焦虑。“跳绳成绩是要计
入期末总成绩的，跟评“三好”也
是有关的。”还好，这个国庆节，
李女士为孩子测试了一把，一分
钟最多已经可以跳绳147下了。

“每天都要在家长群里打卡，
每天不停跳，还是多恼火的。”高
女士的儿子今年也读小学一年
级，每天放学后，小区里就有三三
两两的学生拿着跳绳到院子里
跳，甚至有很多是爸爸妈妈、爷爷
奶奶全家上阵陪着跳。

跳绳的热度，甚至催生了市
场上的“跳绳培训班”。

“6人成团，一个班最多12
人，共10次，收费1000元。”党先
生的孩子还没上小学，因为担心
上小学后落后，现在已经给孩子
报了跳绳培训班。“‘散户’老师，
找了一个多星期才找到的。”

“ 我 们 这 边 每 天 大 概 有
20-30人来报名训练。”四川野苹
果体育俱乐部的张教练告诉记
者，该校的培训价格为70分钟80
元，招收的学生主要是即将上小
学和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

“一般来讲，会把绳子铺在
地上让孩子跳。”对于协调能力

差、身体较胖无法长期训练的，
他会将方法传授给家长，让家
长在家锻炼孩子。他建议家长，
多让孩子运动是最好的训练。
家长要多让孩子跑、跳，特别是
跳田字格，锻炼孩子的协调性，
从而促进小朋友身体的各项机
能发育。

为何小学要将跳绳纳入“必
修课”？达标对孩子真的如此之
难吗？

成华区体育学科带头人、成
都市双林小学课程管理中心副
主任吴艇告诉记者，跳绳已被纳
入《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按
照要求，一年级男生一分钟跳17
个及格，跳109个满分，女生一分
钟之内跳17个及格，跳117个满分。

吴艇老师表示，在实际教学
过程中，他们发现跳绳对孩子们
来说并不难，基本都能达标。“以
小学一年级一个班的孩子为例，
1分钟内至少有5个孩子能跳100
个以上，多数孩子能跳60个以
上，个别肢体不太协调的孩子也
能达到30个左右。”这意味着，跳
绳这项运动的可塑性很强，只要
掌握技巧和正确的姿势，孩子们
很容易就能达标。

成都体育学院附属医院副院
长廖远朋教授表示，跳绳运动能
有效提升青少年的协调能力和灵
敏度。同时，作为一种有氧运动，
跳绳对青少年儿童心血管系统、
呼吸系统的发育和功能提升都有
帮助；跳绳能有效增加肌肉力量，
提高跳跃能力；反复的跳跃运动
对骨骼的发育具有良好的刺激作
用，可以有效增加骨密度，促进骨
生长，科学的跳绳训练在一定程
度上有增高的可能性。

廖远朋还表示，跳绳运动不属
于大强度运动，在正确掌握跳绳技

术后，即便是小学一年级的小朋
友，每天进行100-200次左右的跳
绳练习也不会对身体有太大影响。

如果孩子肢体不协调，有必
要报培训班学习跳绳吗？

对此，吴艇老师认为，如果
只是为了学校体育测评达标而
报班学习跳绳，“完全没有必
要”。跳绳的技术动作相对简单，
在日常教学中，体育老师会教授
跳绳技巧，只要孩子坚持练习，
期末的测评一般都可以达标。

“健康测评项目有很多类型，跳
绳并不是唯一的得分项。就算跳
绳分数不理想，还有别的项目可
以用来平衡分数。”

丰报少儿体能中心学术总监、
原泡桐树小学本部体育教师唐骥
也认为，家长没必要焦虑，跳绳只
是国家用来评判小孩子发育情况
的一种方法，通过跳绳可以考察小
孩子的手眼协调能力、手脚协调能
力、耐力、是否能合理运用自己的
身体等能力，没有必要专门去学，
平时让孩子多锻炼就可以了。

廖远朋教授也强调，虽然跳
绳属于比较安全的运动，但也需
要注意科学训练。首先要学会正
确的跳绳动作，另外，体重超重
的“小胖墩儿”，如果要进行跳绳
运动，就一定要严格控制运动强
度和运动量，避免对膝关节、踝
关节造成伤害；如果下肢本身有
伤的青少年儿童，也不应过多进
行跳绳练习。

1分钟跳绳109（男）/117
（女）次，这个标准到底高不
高？成年人可以达到吗？记者
走上街头，对5位不同年龄的
成年人进行测试。5位路人中
仅有1位挑战成功，其余的人
要么一分钟没跳够109个，要
么跳到一半就直接放弃了。

30岁的李先生是唯一挑
战成功的人，他在一分钟之内
跳了145个，跳完之后，他红着
脸喘着粗气开玩笑道：“跳完
之后感觉世界都豁然开朗
了。”李先生说，他基本每天都
会跑步，一直锻炼着，所以跳
绳达标其实没太大问题，“小
学生只要一直在锻炼，也很容
易就可以达到这个标准。”

37岁的张先生跳够了一
分钟，只跳了70个。“我们平时
不锻炼，肯定达不到，小孩子
天天跳还是很容易的，我比较
支持他们跳绳锻炼。”

22岁的李女士在跳了15
秒之后，就不断询问记者：“还
有多久？到一分钟了吗？怎么
一分钟这么长？”坚持到22秒
之后，李女士放弃了跳绳，她
喘着粗气说“也太辛苦了吧”。
她告诉记者，自己小的时候能
跳近100个，长大了之后没有
锻炼，所以比较难达到目标，

“我们大了没法跳了，但是跳
绳可以锻炼身体，对小朋友有
好处，他们可以多练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赵雨欣 彭惊 严丹 摄影 吕国应

一节课近百元 每天有20-30人来学培训班兴起

体育老师、专家：
报班培训完全没必要

街 头 测 试

每分钟跳109个
5个成人仅1人完成

天涯石小学前专心练习跳绳的孩子

李先明的租住屋中堆放着大量花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