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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各地的挑战者手持“特丝拉线圈”（黑盒子）开锁，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李善德告诉记者，该问题

虽然仅出现在一些质量低劣的
产品中，但也反映出一些行业问
题，那就是很多锁企的高端人才
缺乏，仅依靠生产制造而存活。

“智能锁的产业基础很好，升级
需要的技术是容易扩大的，所以
锁具行业要注意不断创新，提升
核心技术，这样才能在未来的市
场赢得一席之地。”

那么消费者应当如何选

购智能锁具呢？李善德表示，
“消费者应当选择大品牌、老
品牌的锁具。”他表示，锁具实
现功能和成功量产并不难，但
能符合安全标准并不容易。因
此隔一段时间总有仅具备功
能但不具备质量的产品面世，
但这些产品终究会被淘汰，一
个淘汰周期约为3年，而大浪
淘沙后的基本都具备保障安
全质量的意识和能力。

●“空中农场”种出
6个“巨型”黄瓜

陈道业住在泓景苑小区
10幢 6楼，他的菜地位于 18
层屋顶，是都市里流行的“空
中农场”。

昨日上午，记者看到，陈
伯在屋顶楼板上用约 30 厘
米厚的土壤围成了一块几平
方米的菜地，种植有空心菜、
黄瓜等，最显眼的是，就是几
株黄瓜秧上挂着 6个巨型黄
瓜，颜色发黄，已经成熟了。
摘下其中最大的一个，经测
量称重：“身高”56厘米，“腰
围”27厘米，“体重”2.5公斤。
而其它几个“体型”相差不
大。

陈伯用刀子切开一个，
黄瓜散发出香味，但生吃起

来口感一般，有些发酸。“没
有那么成熟的时候摘了一个
吃，那时口感很好的，很香
甜，可能是太成熟了，味道变
了。”

●用的是花生渣，
没上一点化肥

陈伯 1961 年从华南农
学院（现华南农业大学）毕
业，从事农业工作 40多年至
退休，是一名农业技术高级
农艺师。但陈伯说，这么大的
黄瓜，他还是头一次见，没想
到还是自己种出来的。

“巨型”黄瓜是怎样长成
的？陈伯说，看到邻居都在屋
顶上种菜，他闲来无事，就在

外面调回来几袋子塘泥，围
了一小块菜地种植蔬菜。因
为家人喜欢吃黄瓜，今年清
明节，就在沙岗墟买回来普
通的黄瓜秧子种植，让他没
想到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黄瓜越长越大，体型远远超
过了市场上买的黄瓜。两个
多月后，结出的黄瓜几乎全
部长成“巨型”，让他觉得不
可思议。

陈伯认为，这和种子没
有必然的关系，因为其他一
些居民在同一地方买的种
子，并没有种出这么大的黄
瓜。他猜测，可能和自己栽种
的方法有直接的关系，一是
他选择的土壤很肥沃，屋顶

没有树木植物遮挡，阳光很
充分，而且他每天浇水至少
5次；二是他栽种后，坚持不
用化肥农药，为保证瓜秧子
的营养，他除了浇水外，就
是给秧子根部放花生榨油
后的渣等农家肥。

●还有人种出过
80多厘米的黄瓜

“这么大个的黄瓜，是
否属于变异或者有激素，能
吃吗？”有街坊见过陈伯的
黄瓜后表示疑惑。记者查阅
资料获悉，这样个头的黄瓜
确实很稀罕，但并不出奇，
在国内，还出现过 80 多厘
米、7斤多重的黄瓜，且都是
正常生长的。曾有报道称，
2010年英国一位老太太种出
1.19米长的黄瓜，创下世界
吉尼斯纪录，目前我国还没
有这方面的记录。

有专家表示，一般而
言，黄瓜通常在 1斤左右，用
来留种的也很少超过 2斤，
但只要满足一定条件就可
以长成巨型黄瓜，比如种植
的面积大，种的瓜秧比较
少，通风好；摘得比较晚，让
黄瓜充分成长，充分得到了
阳光雨露等。

文/本报记者 夏亮红
图/本报记者 赵学民
（报料人 陈先生）

本报讯（记者 张房耿 通讯
员 王念 俞夷超）住豪宅，当“包
租公”，每天上午喝早茶，面对执
行法官居然口出狂言：“我欠的
钱多了，没得还！”7 月 11 日上
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中山
市第一人民法院联合直播“见证
粤法执行—广东法院决胜执行
难”执行工作，网友围观人数超

过 100万人，拒不履行义务的被
执行人陈润森被法院司法拘留
并处10万元罚款。

被执行人陈润森、袁柳妹欠
下买卖合同、民间借贷、信用卡
三 件 执 行 案 件 的 款 项 高 达
586000元。由于两人拒不履行生
效判决，法院依申请对案件进行
强制执行。经查，两人名下财产

仅有陈润森一套位于民众镇沙
仔村中围路92号的房产。

执行法官找到他们的时候，
两人还悠然自得地边打火锅边
对法官说，“我欠的钱多了，没得
还！”“两名被执行人欠下数十万
元，但生活甚是惬意。每天早上
都要到酒楼喝早茶。房子装修豪
华，一半作为出租，每层 8间出

租房间，共24间，已租给10名租
户。”案件承办法官介绍说。

今年4月26日，市第一法院
向两被执行人送达公告。陈润森
和袁柳妹收到公告后既没有按
公告之规定还款，也没有自行搬
迁。执行员彭湖冰向法警大队执
行中队移送不动产清场事项及
拘留被执行人事项。

7月11日，执行中队出警23
人，并联合市公安局民众分局出
动 35名警力、民众沙仔村委会
共同参与执行。法院对涉案房产
进行强制清场，并对拒不履行义
务的被执行人陈润森依法拘留
并罚款 10万元。下一步，法院拟
对被执行人名下房产依法进行
评估拍卖。

76岁冯婆婆3年前诊断为左上肺腺癌晚
期，失去了手术机会，对靶向药物也无效，考
虑到也就一年多的生存期，冯婆婆也拒绝放
化疗。后至市中医院肿瘤科门诊就诊，方灿途
主任详细四诊（望、闻、问、切）后认为，肺癌的
种种症状皆因痰为患，肺癌的治疗离不开治
痰，痰易阻滞肺气，肺气郁结，郁久成瘀，痰瘀
胶结，痰瘀阻肺是肺癌中常见的症型。痰瘀阻
肺型肺癌治疗原则为宣肺理气，化痰逐瘀，临
床上可以选用国医大师周岱翰教授星夏涤痰
饮加减进行治疗，现在已经三年了，冯婆婆如
同正常人一般生活，享受天伦之乐。

该院肿瘤科作为肺癌、鼻咽癌、肝癌协
作组成员单位参加了中医诊疗方案研究，同
时在肠癌、胃癌、食管癌、骨与软组织肿瘤、
头颈部肿瘤、泌尿生殖系肿瘤、血液淋巴系
统肿瘤等的诊断和中西医结合治疗上，具有
明显的特色和优势。目前肿瘤科开展的中医
药特色治疗有：1)开展中药针剂；口服中药；
外用中药封包、热奄包；中药保留灌肠；针
灸；穴位贴敷；耳穴压豆；穴位注射。2)以中医
药特色为主配合西医药技术为癌痛患者提
供高效低毒易耐受的镇痛技术服务：如毫火
针配合中药贴敷治疗癌痛等特色治疗。3)中
西医结合癌痛规范化病房管理，利用中医药
减轻阿片类药物的不良反应。4) 特色中药配
合放化疗的减毒增效技术，“双筋龙汤”内服
及局部熏洗治疗化疗药物导致的四肢麻木。
5)中医康复：对肿瘤康复期患者 实施“心理
干预、药疗、食疗、适当社会活动”康复疗
法。6）定期开展中医养生小课堂、防癌科普
知识小讲座，对一些常见病、多发病进行健
康宣教，因人施治，个体化为患者定制养生、
康复、食疗、运动方案，以强体延年。

市中医院肿瘤科是集医疗、教学、科研、
预防为一体的，以中医、中西医学结合诊治
肿瘤为特色的肿瘤专科，是广东省中医药管
理局十二五重点专科建设单位，省卫生厅癌
痛规范化治疗示范病房，国家药物临床试验
(GCP)机构，在我省尤其是中山市肿瘤防治工
作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科室坚持“以中
医特色为主，搭建西医现代诊疗技术”的中西
诊疗方针，针对术后、放化疗后恢复期及老
年、体弱、晚期患者制定了完整的中医、中西
医治疗措施。科室以优秀的医学人才，精湛的
中西医技术，先进的医学设备，舒适的医疗环
境以及人性化的关怀照顾，为患者提供全方
位、中医特色突出的临床诊疗服务。

学科带头人方灿途主任医师，师从国医
大师著名中医肿瘤专家周岱翰教授的学术
思想及临床经验，从事肿瘤中西医结合防治
工作近 30年。倡导“带瘤生存”的思想，突出
中医“扶正抑癌、辩证施治”的特色，发挥中
医、中西医结合优势，创建了独特的中医及
中西肿瘤诊疗体系。配合化、放疗达到“增效
减毒”的作用，明显提高了肿瘤患者的缓解
率，提高了肿瘤患者的生存质量，延长了生
存期。他认为，中医药可以贯穿运用于肿瘤
治疗的全过程，在不同的肿瘤阶段，其地位
和作用不同，不但可以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同时能延长患者的生存期，减轻患者的痛
苦。比如术后中医药辅助治疗能够减轻手术
后的不良反应和并发症，使身体得到较快的
康复。放化疗期间配合中药能起到减毒增效
的作用，让患者尽快回复体能，进入到下一
周期的治疗。 周映夏 黄琳

居民楼内
储存10吨汽油

事发古镇镇曹三大
街一民宅，相关责任人因
私设加油站被带走接受
调查

本报讯（记者 王伟 通讯
员 董润平）7 月 9 日下午，古镇
镇公安、消防、安监等部门在检
查中发现曹三大街长塘南巷 50
号一栋 4 层高的居民楼内非法
储存了 10 吨汽油，这个“重型炸
弹”威胁所在建筑和附近居民生
命安全，相关责任人当场被带走
接受调查。

当日，联合执法人员在执行检
查时发现，该建筑 4层高，一层非
法储存了大小不一的塑料桶和铁
桶，装的全是汽油，重约为 10吨。
二层至四层出租，约住了 50人。现
场还发现类似油站用的加油枪一
支，大塑料油桶旁边摆放一个蓄电
池，并接好了电线和插座。一层未
发现灭火器，也无任何消防安全设
备、设施。

执法人员称，一旦摆放在油
桶旁的蓄电池发生故障着火会立
即引燃汽油，势必发生爆炸或爆
燃，楼上和建筑附近的居住人员
生命安全将受到巨大威胁。《治
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条规定，
违反国家规定储存危险物质的，
可处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据此，相关责任人当场被带走接
受调查。

据初步了解，由于正规加油站
对无证照车辆不予以加油，事件责
任人因此擅自在居民建筑内非法
储存汽油，为无牌无证车辆提供加
油服务谋求利益。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7月11日凌晨5点41分，105国道中山往
珠海方向板芙北路路段有一辆物流货车发
生自燃，货柜内的快件也着火燃烧，消防部
门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将火扑灭。

据货车司机介绍，当日其行驶到事发路
段时，被经过的司机告知货柜着火后，立即
把车停在路边，然后拨打“119”求助。

本报记者 王伟
通讯员 张静 阮瑛珞 摄影报道

“黑盒子”3秒钟打开智能锁
小榄锁具企业悬赏百万现金迎挑战，提醒同行要不断创新升级

？
“一个黑盒子就可以在3秒内，破解你家的指纹密码智能锁！”日前，有报道称多个品牌的智能锁被

一个塑料小黑盒破解，无需指纹、密码，只要将黑盒子放在智能锁附近，便可开锁。最近这条“特斯拉线
圈（黑盒子）秒开指纹密码智能锁”的消息，在我市锁具行业业内和市民的朋友圈传播，导致安装使用
智能锁的市民“心惊惊”。7月11日，中山市小榄镇两家锁具企业悬赏百万现金，在小榄镇举行公开挑
战赛，证明“小榄智造”不会被“特斯拉线圈”打开。中国日用五金行业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李善德指
出，该问题仅出现在一些质量低劣的产品中，“请消费者继续信任‘小榄智造’，不必恐慌。”

被执行人住豪宅且有24间房出租，却不偿还58万余元欠款

法院直播拘“老赖”超百万网友围观

物流货车自燃

市中医院肿瘤科创建独
特的中西肿瘤诊疗体系

晚期肺腺癌患者
通过治疗延长生存期

有媒体报道，在今年 5 月
底的第九届中国（永康）国际
门业博览会上，一位王姓女子
来“踢馆”，她从包里拿出一个
露着一截铜线圈的塑料黑盒
子，当场刷开了 8 家品牌商的
智能锁，最快只用了 3秒钟。

记者通过网络得知，网传

的黑盒子其实是“特斯拉线
圈”，其原理是将一组铜线与
三极管、电阻、电容等电子元
器件相连接，再配合电池供
电，通过产生高频率、高强度
的电磁脉冲来影响智能门锁
内部的电子电路，使门锁重启
或进行信号干扰，从而达到开

锁的目的。
门锁关系到每个家庭的财

产安全，这条消息随即引发了
消费者的关注。有消费者表示：

“心惊惊，真怕有坏人拿‘特斯
拉线圈’来我家开锁！”还有市
民表示：“本来还想装智能锁
的，现在很纠结了。”

“特斯拉线圈”迅速引发行
业关注与重视。作为国内知名的
五金制品基地，小榄有五金企业
6000余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超
百家，而其中有不少在国内锁具
行业排名前列的企业。

7月11日，广东野马安防科
技有限公司、中山市玥玛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特斯
拉线圈”（黑盒子）技术公开挑
战赛，并且现场拿出100万元现
金，奖赏能通过“特斯拉线圈”
开启它们智能锁产品的开锁
者。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
南锁业协会和山东省安防专业
委员会的相关负责人现场见
证。

记者在现场看到，来自全
国各地的 30位挑战者手持“特
斯拉线圈”（黑盒子）开锁工具
排队上场，在“小榄智造”的智

能锁产品前开启工具。线圈在
智能锁前发出的“滋滋”电流声
音，但过了数分钟，这些锁具仍
安然无恙，并没能通过“特斯拉
线圈”打开，挑战者只能望百万
现金兴叹。

野马公司负责人向记者表
示，“特斯拉线圈”3秒开锁事件
发生后，他们第一时间对黑盒
子进行研究，并实测检验智能
锁产品防开能力，“经过无数次
检测产品性能，我们的产品没
有出现被打开的情况。”

玥玛公司负责人表示，举
办挑战赛是想让消费者知道，

“特斯拉线圈”3秒开锁事件并
不完全客观真实，仅有少数品
牌智能锁产品因缺乏抗干扰能
力，或产品结构不合理，以及部
分厂家为节省成本所用原材料
不合格原因被该工具打开。

“特斯拉线圈”连开8个品牌的智能锁背景

小榄锁具企业悬赏百万现金
挑战“特斯拉线圈”

锁具企业要不断创新升级启示

文/本报记者 江泽丰 图/本报记者 孙俊军

施农家肥，一天至少浇五次水……

78岁老伯屋顶
种出56厘米长黄瓜

56厘米长，5斤重，这

样的大黄瓜，住在泓景苑

小区的78岁老伯陈道业

种出来了好几个。“沙岗墟

买回来的普通瓜秧，施农

家肥，一天浇五次水，结果

结出这么大的瓜，说实话

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被问

及秘诀是什么时，曾经是

一名农业技术高级农艺师

的陈老伯这样说。

这么巨型的黄瓜让陈伯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市中医院定期开展中医养生小课堂、防
癌科普知识小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