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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元买两条 摊贩叫卖“ 长江中华鲟”
市民报警后卖家改口 专家：市面上大多为杂交鲟

》社会传真

“ 正宗野生中华鲟”每条50元热卖
昨天早上，读者裘小姐在位于昭华路

凯旋路附近的一个菜场买菜时，目光被一
个水产摊吸引，“ 摊主大声吆喝说，‘ 新鲜
的野生中华鲟！’，有一些顾客在摊前驻足
观望。”事后，裘小姐致电本报：“ 他已经
卖了好几天中华鲟了。”

中午，记者来到“ 野生中华鲟”现身的
菜场，菜场位于昭华路520号旁边的一条小
弄堂里，由十几个零散的小摊位组成。

裘小姐所说的那个水产摊，除了卖鲫
鱼、青鱼等普通河鲜外，小摊还在醒目位
置挂出一块纸板，上面写着：“ 正宗长江中
华鲟，老好吃，品尝一下！”纸板前的地上，
摆有一个泡沫塑料做成的矮箱子，箱内没
有水泵，3条细长纺锤形的黑鱼在水中游
曳。

发现记者长时间逗留，隔壁店铺的摊
主朝着水产摊大喊：“ 喂，又有人要买中华
鲟了！”不久，一对中年夫妻从摊位后面的
小房间走了出来，招呼记者：“ 买中华鲟？
50元一条，70元两条。”见记者没有回复，
男摊主接着说：“ 这是野生的，市面上很少
见。渔民在崇明从长江里捕到的，我特地
托人运过来，绝对新鲜！”

“ 要不要？”男摊主接着问道：“ 要的
话，就快点买，中华鲟卖得很火，我4天前
开始卖，每天都能卖出20多条，今天已经
卖了18条了，还有最后6条，个头有大有

小。清蒸、红烧都好吃！”记者讨价还价，摊
主最后发话道，“ 这样吧，如果你钱没带
够，就先付20块钱押金，我为你预留着，你
晚上再来取。”

摊主改口称是“ 人工养殖普通鲟鱼”
记者逗留期间，有顾客停下脚步，询

问中华鲟的价钱，同时还有不少顾客对是
否是野生中华鲟表示质疑。摊主强调说：

“ 绝对是野生中华鲟，我有证的！”但是，
摊主却不愿意把证书拿出来，“ 是捕捞证，
放在家里了。”之后，不少顾客便摇摇头，
离开了水产摊，“ 那么便宜，怎么可能是正
宗的野生中华鲟？”

包括裘小姐在内的许多顾客都对贩
卖中华鲟的行为存有疑虑，“ 中华鲟是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难道可以捕捞、贩卖
吗？”有顾客拨打110报警举报，警方于昨
天下午2点赶到，对情况进行调查。摊主惊
慌失措，当即改口辩称，“ 我卖的不是野生
中华鲟，只是人工养殖的普通鲟鱼而已。”
并向警方掏出两张证明，证实鲟鱼的品种
并非中华鲟。

记者在摊主夫妇休息的小屋内看到，
桌子上摆着两副碗筷，一碟炒包菜和红烧
荷包红鱼只吃了几口。墙上挂着“ 烟草经
商许可证”，但并没有水产经营方面的许
可证。“ 我们卖鱼，也卖烟。”摊主指着门
边摆着的两排烟盒，解释道，“ 过几天就去
补缺少的证件。”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梁峰 昨天下午3
点45分许，轨交3、4号线曹杨路站内上演
惊险一刻，一名候车女子不慎被站台上奔
跑的男子撞倒并跌入轨道内。所幸当时没
有列车进站，女子很快被人拉出，并没有
受伤。据了解，当事男子事发前曾与车站
保洁员发生冲突，随即想要逃跑，过程中
撞上了这名女子。

昨天下午，相继有网友在微博上爆料
称：一名年轻女孩被人从站台上撞下轨道
随后被救出。据目击者告诉记者，事发站
台位于曹杨路站上行（ 往长江南路）方向
一侧，一名身着白色裙子的女孩由于与站

台边缘较为接近，被一名快速跑过的男子
撞倒，并跌进了轨道站台内。“ 那个男的年
纪不大，穿着灰白色的上衣，头发有点长，
撞倒人后情绪还有点激动，很快被赶到的
保安制服，甚至还多次想反抗。”而就在同
时，掉下轨道的女孩爬起身，几名乘客上前
伸出援手，很快就将女孩拉上了站台。“ 女
孩好像没有受伤，也没有看到她出血。”直
至列车进站，人群很快散去。

随后记者警方处了解到，昨天下午3
点45分左右，3、4号线曹杨路站内一36岁
左右的男性拾荒者因翻动站台内垃圾箱，
并随意将垃圾袋倾倒出捡拾废品，被地铁

保洁人员上前制止，随后双方发生了肢体
冲突，拾荒者将保洁人员打伤。此时，轨交
警方巡逻民警途经并发现情况，及时前往
处置。这名拾荒男子在受到警方询问后，
突然夺路而逃。就在逃跑的过程中，将在
站台上候车的一位年轻女子撞入了一旁
的道床内。事发后，警方、地铁工作人员以
及其他等车群众迅速将该女子救出。据
悉，目前这名拾荒男子已经被警方控制，
3、4号线轨交线路的运营未受到影响，而
被撞入道床的女子称未受伤有事已经离
开，被打伤的保洁员则前往医院验伤。目
前相关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之中。

本报讯 记者 刘春霞 “ 包里有电脑
吗？”“ 有。”“ 麻烦拿出来单独过一下。”
每天，上海两大机场的安检处，这样的对
话要上演无数次。而经常带电脑出行的旅
客对这一安检要求也已经习以为常，很多
时候都不等安检员“ 发话”就已经主动把
笔记本电脑拿出来单独放入安检篮内。不
过，最近几天微博上流传的“ 把电脑拿出
来单独过检是‘ 安检表演’”的说法让不
少旅客开始心生疑惑：难道旅客如此麻烦
地配合安检是多此一举？对此，上海机场
方面昨日明确表示，笔记本电脑拿出来单
独过检绝对不是“ 安检表演”，事实上“ 机
包分离”更方便旅客减少开箱，从而提高
通过安检的速度。

微博流传“ 安检表演”
最近几天，一条微博广为“ 流传”：

“ 爆料”网友称，某外媒记者曾追踪采访，
探寻为什么机场过安检时电脑需要拿出
来单独放进一个盒子里而手机或平板电
脑却不需要。该记者在设想了各种理由并
被专家否定后最终得到的结论是：要求乘
客把电脑拿出来仅仅是为了显示安检确
实在做他们应该做的工作。所以，你可以
把它叫做“ 安检表演”。

这一“ 新鲜”的说法让很多网友感到
“ 震惊”，同时也有点难以置信。有旅客认

为，安检是关乎航空安全的重要步骤，不
太可能在笔记本单独过检这件事上进行

“ 表演”。但也有旅客疑惑，同样都是电子
产品，手机、平板电脑并不要求必须拿出
来，“ 上次出差过安检就问iPad是否要取
出，答曰：iPad不用”，而为什么笔记本电脑
就必须要拿出来单独过安检呢？

机场：单独过检能减少开箱率
对于“ 安检表演”这一说法，上海机

场方面昨日明确表示，绝对不是，“ 上海两
大机场每天几十万的客流量，如果是‘ 表
演’，成本也太大了。”而不少民航业内人
士也对“ 安检表演”说给予了反驳：“ 如果
你是一位安检员，每天重复着上千次的蹲
起运动、遭受着少数旅客因为不理解规定
的谩骂、指责，你还会说这是‘ 安检表演’
么？”

那么，笔记本电脑为什么要单独进行
安检呢？对此，业内人士介绍说，笔记本电
脑和手机、平板电脑不同，它内部有主板、
硬盘和其他大量电子元件，而这些电子元
件在经过X光机时，会让安检员对其他物
品形状的判断形成干扰，从而影响操机员
对其他物品图像的判断，“ 笔记本电脑的
主板上面焊点多，金属物质较多，放在包
里通过X光机时，屏幕上显示为深色，容易
遮挡包里其他物品，形成安检死角，所以
要把电脑拿出来单独检。”此外，笔记本电
脑的光驱、电池盒等部位还容易藏匿违禁
物品，所以对笔记本电脑单独检查是提高
安检效率的有针对性的措施。而平板电脑
等规格在标准以下，所以才不必拿出单独
安检。

上海机场方面透露，对笔记本电脑进
行单独安检，完全是为了旅客的人身安
全，而且这样其实更方便旅客减少开箱，

“ 如果电脑不拿出来，过了X光机之后，安
检员还是会要求旅客开箱检查，安检过程
会更麻烦。而实施‘ 机包分离’过安检，安
检员从X光机呈现的图像中一次就能看
清包内物品，所以降低了开箱检查率，在
一定程度上大大提高了旅客通过安检的
速度。”

昨天，读者裘
小 姐 致 电 本 报 称

“ 有人在昭华路凯
旋路的一个露天市
场，公开贩卖中华
鲟”。记者赶赴现
场了解到，摊主口
中的“ 长江野生中
华鲟”每条50元，平
均 每 天 卖 出 近 20
条。警方到场后，摊
主改口称，“ 这只是
人工养殖的普通鲟
鱼。”对此，渔政专
家指出，中华鲟是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不
得捕捞贩卖，江浙一
带，大部分打着“ 中
华鲟” 幌子的的鲟
鱼，其实是杂交鲟和
俄罗斯鲟。

实习生 柏可林
记者 章涵意

中华鲟是我国特有的古老珍稀鱼类，
它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在研究生物进
化、地质地貌等方面具有难以估量的科学
价值，被称为“ 活化石”。

针对市面上出现的“ 中华鲟”，渔业
专家表示：“ 目前我国鲟鱼约有20多种，江
浙一带，大部分打着‘ 中华鲟’幌子的鲟
鱼，其实是杂交鲟和俄罗斯鲟。”那么，水
产摊贩卖的究竟是中华鲟还是普通鲟鱼？
渔业专家表示，仅凭照片很难判断，“ 鉴定
中华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具有深厚
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人士，通过观察中
华鲟实体，才能得出结论，通常需要花费
一两天功夫。”然而，对于水产摊上50元就
能买到的“ 野生中华鲟”，专家颇为肯定
地说，“ 中华鲟非常稀有，70元两条如此低
价贱卖，根本不符合情理，应该不会是正
宗的中华鲟。”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鲟鱼养殖在我
国并不成规模，还远没有形成产业和经济
价值。目前鲟鱼的价格相对四大家鱼来说
仍偏高，加上普通人对鲟鱼的认可度较
低，鲟鱼养殖也就未能形成产业。

》专家说法

低价贱卖不合情理
鲟鱼养殖未成规模

一拾荒者轻轨曹杨路站打伤保洁员后夺路而逃
女子被其撞入轨道 众人伸手相助幸无大碍

电脑单独过检
是“ 安检表演”？
机场：机包分离
方便旅客减少开箱

昭华路菜场一鱼摊上赫然挂着长江中华鲟的字样。 本报见习记者 张瑞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