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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产地遭遇寒流 花价临节大幅上涨 购买热情依旧不减

鲜切花成新宠 配草都断货了
本 报 讯（记者 张 鑫）与往年青睐
盆栽绿植、花卉不同，今年的鲜切花成
了人们春节前花卉采购的主要对象。
近日，记者走访市场发现，鲜花
成了 不 少 市 民 年 货 清 单 上 的 新 宠 ，
而且随着购买高峰的到来， 鲜花价
格普遍走高。 部分热门配花不仅价
格涨幅明显，更是先于玫瑰、百合等
主要花材脱销。
记者来到位于星火西路的一家
花材批发市场。 一进停车场，一位难
求的状态就能看出春节前花市的火
爆。
进入大厅以后， 虽然玫瑰、百
合、 康乃馨等主要花材销售摊位占
据了市场超过一半的面积， 但是各
种小花材的销售区人气更旺。 市场
里随 处 可 见 抱 着 刚 刚 买 完 桃 花 、 浆
果、跳舞兰、花毛茛、龙胆 等 花 材 的
顾客在配材区选购。 其中还有不少
中老年人的身影。
“这是我买了自己回家插的。 ”市
民徐阿姨告诉记者， 前两年春节每年
都买绿植一类的年宵花，但是这两年，
徐阿姨学了花艺， 就想在春节期间让
自己家里“花团锦簇”。“
还是鲜切花生
动，看着有情调。 ”
而前来采购的李小姐也告诉记
者， 自己平时订购了网络鲜花每周配
送。 临近春节了，家里用量大，也想自
己来花材市场采购一些特别的花材用
来装点。“现在是一年中鲜花销量最好

的时候。 头两年春节前后主要都是盆
栽花卖得好，这两年不一样了，鲜切花
年前也特别抢手。”一位经营大花蕙兰
等年宵花的商户告诉记者。

家用、礼品叠加
配草今年成抢手货
与礼品花束基本固定主题不同，
家庭用花需求的增加， 让一些小花材
也临节热销起来。
“
这是最后三把栀子叶，您去别的
摊儿看看，恐怕都卖没了。 ”记者在朝
阳区一家花卉市场走访时发现，百合、
玫瑰、 康乃馨等主要花材仍在大量走
货，但是搭配花束用的绿叶、满天星、
黄莺等配叶和配草却早早脱销了。
“今天开门没有多久就估清了，
这些‘黄莺’还是我刚从冷库里提出
来的。 ”该摊位的摊主指着桌子上铺
满桌面的绿色植物说。 而就在记者采
访的时间里，这些摊主还没来得及打
包的黄莺， 就被一位顾客全部包圆
了。
“
我是来上货的，自己有花店。”包
圆黄莺的女士姓刘，她告诉记者，不论
是扎花束还是做花艺， 这类配草的消
耗都比较大。今年元旦后，自己家的店
接了一些年会的活动， 当时提供的小
盆插花艺产品让她收获了不少回头
客。临近春节，这类需求不比玫瑰花等
数量小。

产地遭遇寒流
鲜花价格临节上涨
一位陪着老伴儿挑选花材的大
爷，一边询价一边抱怨。 他告诉记者，
半个多月前他们买的洋牡丹才 25 元
每扎，如今已经涨到 35 元了，满天星
一扎的价格更是已经上百元。 他们只
好另寻花材搭配。 销售玫瑰的摊主李

女士道出了其中的原因。她说，因为产
地天气不好，抬高了花价，玫瑰进价就
比往年同期价高了近 3 成。
记者了解到， 昆明是全国鲜切花
的主产地，前段时间当地下雪，温度较
低，花农 50%的花受损，造成鲜切花
供应紧张，价格上涨。而随着节日的临
近，鲜花需求增长迅速，导致目前市场
销售的花材价格比起平时来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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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到 50%左右。

17岁遭遇车祸截肢 赔偿迟迟没能兑现 法院坚持将案件执行到底

春节前 他拿到了迟到 20 年的赔偿款

房山法院执行法官亲自将执行款送到刘某家中

摄 / 记者 洪雪

本报讯（记者 洪雪）离过年还有 3
天，2 月 12 日下午， 家住房山区的刘
某从房山法院执行法官手里拿到了
15 万元执行案款。 刘某说自己既开心
又难过，“这钱原本应该是 20 年前给
我的，现在终于可以把借款还清，好好
过一个没欠款的春节了。 ”
讲起 20 年前的那场车祸，刘某说
有些细节自己都记不清了。
1997 年 9 月 6 日上午，17 岁的
刘某骑着摩托车去同学家玩，在黄良路
一加油站附近的十字路口，准备直行的
刘某与驾驶拖拉机左转准备进加油站
的梁某撞在了一起，经诊断刘某的左腿
粉碎性骨折。 初期手术很成功，但是没
想到腿部感染， 最终为了保住性命，医
生不得不将刘某的左腿高位截肢。
遭遇不幸后，赔偿也很不顺利。 当
时房山交通大队认定，32 岁的梁某负
事故的主要责任，刘某负次要责任。 虽
然双方多次协商， 但是就赔偿问题一
直都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无奈之下，刘
某告上法院， 要求梁某赔偿自己各种
损失共计 40 余万元。
1998 年 4 月，房山法院开庭审理
这起交通肇事赔偿案。 法院审理后认
为，梁某除已垫付的医疗费用外，需再
赔偿刘某 20 万元。但这笔钱一直没有
兑现。 这期间，刘某的人生被改变了，
他一直未婚， 只能靠父母照顾。 前几
年，母亲因病成了植物人，刘某便和父
母住到了弟弟家中。
据房山法院执行局指挥中心法官

助理赵宏华说，执行一开始，梁某每月
还能给付刘某 900 元，但维持一段时
间后，梁某的父母患病，加上两个孩子
上学，他干脆玩起了失踪，到外地打工
去了。
在 20 年间，负责刘某案件的法官
换了一茬又一茬。 鉴于刘某的困境和
梁某确无可供执行的财产， 法院申请
了两次司法救助，以解刘某燃眉之急。
执行法官下决心， 一定要将案件
执行到底，每半年做一次“四查”，但梁
某名下无车无房无存款， 连人也摸不
着踪影。“每年的春节我们都要到刘某
家看看他，顺便给他带点年货，到现在
已经是第四拨人了。 ”赵宏华法官说，
法院从来就没有放弃刘某的案子。
今年 2 月初， 执行法官再次来到
梁某家中时，发现梁某居然在家。 执行
法官当即对梁某拒不执行的法律后果
进行了释明。 当梁某听到自己可能被
判刑，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孩子时，他
害怕了。 特别是当看到破碎的判决书
和刘某的照片时，梁某当即表态，凑钱
执行。
2 月 12 日下午，刘某终于拿到梁
某交来的 15 万元，“这些年我跑过法
院无数次了，现在不管怎么说，钱执行
回来了，谢谢法官，我心里也踏实了，
可以好好过年了。 ”刘某说，20 年间他
想自食其力， 这些年也曾多次找过工
作，但是因为残疾屡屡碰壁，今年最大
的愿望是能找份工作， 最起码干点力
所能及的，养活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