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05

要闻·民生

2017.7.18 星期二 编辑 匡萍 图编 言琼 美编 禹元杰 校对 张郁文

松口气!明起有雨高温短暂缓解
明后两天我省大部分地区多阵雨或雷阵雨 热浪一波又一波，还得小心“情绪中暑”
本报7月17日讯 “这天
气跟蒸桑拿似的，出门就汗流
浃背。”这几天，长沙市民着实
体会到了热浪袭人的威力。昨
天， 湖南高温范围进一步扩
大，74县市最高温超35℃，张
家界、 慈利县最高温双双达
38.8℃。 省气象台预计，17日
-22日湖南多晴热高温天气，
其中19日-20日省内大部 分
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炎炎夏
日， 避免身体中暑的同时，市
民还需小心“情绪中暑”。

明后天高温缓解
实况显示，昨天全省平均
最高温为35.8℃，相比前一天
（15日）的35.2℃，继续抬升。
昨天省内74个县市最高温达
35℃以上，“高温版图”进一步
拓展，35℃以上高温县市相比
于前一天（15日）增加4个。
今日16时， 湖南省气象台
再次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预计
24小时内长沙、张家界、常德、
益阳、岳阳、株洲、湘潭、娄底、衡
阳将达35℃以上高温。 其中张
家界、常德、衡阳、株洲局部地
区将达37℃以上，请做好防范。
35℃ 、37℃ 、38℃ …… 连
续好几日， 我省气温不断攀
升。 省气象台预计，17日-22
日湖南没有明显的降雨过程，

多晴热高温天气。17日-18日
湘西、湘南有分散性阵雨或雷
阵雨，19日-20日省内大部分
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高温得
到缓解。

小心“情绪中暑”
炎炎小暑天，除了气温上
升，不少市民还出现了“情绪
中暑”的症状。这是一种因季
节性情感障碍出现的心理疾
病，当气温超过35℃、日照超
过12小时、 湿度高于80%时，
连续高温闷热天气将对人体
下丘脑的情绪调节中枢产生
显著的负面影响，使人缺乏耐
心，甚至出现情绪失控。
面对高温天气，如何调整
好心态，避免出现“情绪中暑”
的症状呢？专家指出，可以从
加强防暑措施、 平衡饮食、保
证充足睡眠、调整好心态四个
方面着手。“首先要尽可能地
调整夏季起居时间，减少高温
作业，增加午休时间。夏季日
常膳食要以清淡为主，少食油
腻食物，从而调节体温并改善
代谢功能， 促进血液循环，避
免中暑。遇事冷静，多包容、少
生气，保持豁达的心境。这些
都有助于预防‘情绪中暑’。”
■记者 丁鹏志
实习生 吴静梅 通讯员 谭萍

食物相克？ 大部分没有科学依据

盛夏时节，五类食物别乱吃
腹痛、腹泻、恶心、呕
吐……每到夏天，有些人总会
莫名其妙地出现这些不适。殊
不知这很可能是我们所吃的
食物导致的。 专业人士表示，
最近流传的“食物相克”的说
法并无科学依据，但盛夏时节
正是食物中毒高发期，日常饮
食需注意。
近日，不少人的微信朋友
圈流传着“黄瓜和菠菜一起吃
会中毒”、“蘑菇和茄子一起吃
会致命” 的传言。7月17日，记
者分别向长沙市的几家大型
医院求证，得到的结果是最近
并未收到这样的患者。
“蘑菇、茄子、黄瓜、菠菜
都是非常常见的食物，互相搭

配食用产生毒素的可能性不
大。” 长沙市中心医院消化内
科医师郭皓宇表示，每年春夏
吃蘑菇中毒的人确实不少，但
是大部分都是蘑菇本身有毒，
或是蘑菇和其他蔬菜在运输
过程中被一些化学药品污染
所致。
真的有“食物相克”吗？湖
南省医院协会副会长张绍金表
示，
“
食物相克” 并没有科学依
据， 医学上有特殊人群对某些
食物排斥的说法， 但并不是因
为食物相克或者食物搭配产生
化学作用的原因， 而是食物当
中含有某些物质， 个别人的体
质不适应。
■记者 刘璋景
实习生 张移珍 李丹

提醒 这五类食物别乱吃
熟肉：煮熟的肉食很容易发生大肠杆菌感染，一定要彻底加
热后才能放心吃；
豆芽：豆芽生长需要温暖潮湿的环境，这也正是沙门氏菌、
李斯特菌和大肠杆菌等细菌繁殖的理想条件， 豆芽加入沙拉或
汉堡之前最好煸炒；
鸡蛋：生鸡蛋或未煮透的鸡蛋很可能会携带细菌，吃了之后
更容易生病；
烤肉：将肉类用醋、酒、柠檬汁及其他调料腌制30分钟后再
烤，可减少致癌物。烤肉时，使用低焰火烤制、剔除脂肪并经常翻
动，有助于减少致癌物。
哈密瓜：哈密瓜、西瓜等瓜果容易导致李斯特菌感染，切开
之前应在流水冲洗的条件下，将外皮彻底刷洗干净，并且切开的
瓜果不能在冰箱久存。

7月17日上午，长沙、常德、张家界等9个市州紧急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当天，长沙市民顶着烈日行走（小图）；雨
花亭路口路面执勤交警挥汗成雨、警服湿透（大图）。
记者 徐行 通讯员 肖强 傅聪 摄

救灾连线

我省因灾停产、半停产企业可缓缴社保

因灾受伤者医疗费用纳入医保支付
本报7月17日讯 允许因灾
停产、 半停产企业在一定期限内
缓缴社会保险费， 将因灾受伤参
保人员医疗费用纳入基本医疗保
险基金支付范围……近日，省人社
厅下发通知，要求各级人社部门迅
速采取有力措施，认真做好受灾地
区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工作。
抗洪抢险和灾后恢复重建任
务艰巨， 各级人社部门将严格落
实企业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
保险和生育保险降低缴费费率政
策，为企业减轻人工成本负担。允
许因灾停产、 半停产企业在一定

期限内缓缴社会保险费， 缓缴期
限不超过6个月。
对符合政策规定享受稳岗补
贴的受灾劳动密集型企业， 开通
绿色通道，优先发放稳岗补贴。对
因灾严重影响生产的小微企业，
符合条件的优先给予创业担保贷
款扶持。
各地将加强受灾地区公共就
业服务， 广泛收集适合农村劳动
力就业岗位信息， 通过各类新闻
媒体及时将岗位信息传递到受灾
地区。积极组织工业园区、用人企
业到受灾地区开展专场招聘会，

吸纳受灾人员就业。
此外， 要将因灾受伤参保人
员医疗费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
金支付范围。 对防汛抗灾工作人
员和受灾参保人员设立工伤认定
和劳动能力鉴定绿色通道，及时受
理、从快办理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
鉴定，及时保障防汛抗灾人员的工
伤保险待遇。 要加强劳动保障监
察、劳动争议仲裁工作，优先处理
受灾企业和受灾职工劳动纠纷案
件或维权案件。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谢忠东 刘玮
实习生 高冰捷

“大爱星城”抗洪赈灾晚会举行

长沙共募集款物4亿多元
本报7月17日讯 今晚，一
场以“大爱星城”为主题的省会
长沙2017年抗洪赈灾晚会在长
沙人民会堂上演。据统计，截止
到晚会结束时，长沙市共接受捐
赠现金2.4245亿元，接受捐赠物
资 1.819 亿 元 ， 总 额 度 达 到
4.2435亿元。另外，据长沙慈善
会统计， 全市公募慈善组织在2
天内还将有近4000万元善款到
账。
今年6月22日以来，长沙发
生了历年同期历时最长、范围最
广、雨量最多、强度最大的强降
雨，湘江长沙段及其支流水位均
超历史峰值。在这场超历史极值
的特大洪水中，全市上下万众一
心、众志成城，成功取得了阶段
性胜利。
整场晚会分为“基石”、“使
命”、“集结”、“希望” 四个篇章，
通过电视VCR、音乐、舞蹈 、情

景剧、音诗画、朗诵等艺术形式，
声情并茂再现这场波澜壮阔的
抗洪救灾保卫战。著名艺术家鲍
国安朗诵的《基石》，讲述了长沙
广大基层党员干部英勇抗击洪
水的故事；而情境诗画节目《回
家》， 则是通过亲人的深情呼唤
和表白，将观众带入对在抗洪抢
险中不幸牺牲的张灿辉和周文
君的深深怀念之中……
重建家园，星城有爱。赈灾
晚会上， 来自省会各界的企业
家、艺术家和社会各界人士代表
纷纷上台捐赠。同时，通过晚会
开通的长沙慈善会、长沙市慈善
基金、支付宝、微信四条赈灾捐
款通道， 省会各级政府部门、爱
心企业和爱心人士踊跃献出了
自己的爱心，募集的款物也将全
部用于此次长沙洪水受灾地区
的恢复重建。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易亮明

在娄省政协委员
捐款捐物15万余元
本报7月17日讯 近日，在娄
省政协委员为当地遭受洪涝灾害
的群众捐款践善行。据统计，此次
在娄省政协委员共捐款捐物
153200元。
因6月底至7月初 的 严重 洪
涝灾害， 娄底市5个县市区和娄
底经开区共87个乡镇办受灾人
口达89.4万人， 初步估计直接经
济损失35.97亿元。 一方有难，八
方支援。在重建家园、恢复生产的
关键时刻， 娄底市政协与市委市
政府同心同向， 积极组织爱心捐
款。 据统计， 此次救灾募捐活动
中， 在娄省政协委员捐款捐物达
153200元，所有爱心款项将全部
捐给灾区群众， 帮助受灾群众开
展生产自救、重建幸福家园。
■通讯员 黄东升 刘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