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提醒

本报11月25日讯 当前，我
国流行性感冒已经进入流行季，
同时， 境外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扩
散蔓延，疫情输入风险持续存在。
最近几天， 全国多地气温“断崖
式”下跌，降温幅度达10℃以上，
气温骤降，省疾控中心发出提醒，
广大市民朋友们要认真做好个人
防护。

老年人易发寒颤需警惕

专家表示，老年人、孕产妇、
婴幼儿和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
脑中风、冠心病等）、呼吸系统疾
病等慢病患者以及长时间在户外
工作或活动的人群， 容易受到寒
冷天气影响，需要特殊关注。

老年人较年轻人更怕冷，由
于老年人体力渐衰和活动能力减
弱， 代谢功能降低， 产热相对减
少，体温调节功能差，以致在低温
环境或接触寒冷后， 很容易发生
寒颤，出现身体失温，因此特别要
警惕。

五类人群易患重症流感

寒冷天气或气温骤降的敏感

性疾病有哪些？专家表示，低温刺
激会使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心率
加快、心肌缺血、血液黏稠度增高
促使血栓形成，因此环境温度的骤
变会加重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病
情，导致高血压患者血压急剧上升
而发生脑卒中；也可诱发冠状动脉
痉挛而导致心肌梗死。

冷空气可使鼻咽部的局部黏
膜变得干燥， 以致发生细小破裂，
病毒、细菌容易乘虚而入，造成呼
吸道疾病高发。气温骤降可以诱发
哮喘等疾病的加重。

长时间在寒冷地带工作、生活
或气温骤降期间长时间在室外工
作和活动的人群,�容易引起冻伤，
使腰腿痛和风湿性疾病病情加重。

国家卫健委组织制定并发布
的《流行性感冒诊疗方案（2020年
版）》 方案指出， 人群普遍易感流
感，但年龄≥65岁老年人、年龄＜
5岁的儿童、肥胖者（BMI＞30）、
孕产妇和有慢性基础疾病者为高
危人群，这五类人群“感染流感病
毒后较易发展为重症病例，应尽早
进行流感病毒核酸检测及其他必
要检查，给予抗病毒药物治疗”。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王湘
张恒娇 实习生 龙飞鹏

本报11月25日讯 连续
两个月， 低菜价是市民津津
乐道的事情。近日，长沙市民
柳女士发现，“菜价起波澜
了”。她在开福区车站北路一
家社区菜店看到， 本地红菜
薹涨到6元/斤了，“半个月前
红菜薹才4块，现在本地菜涨
回来了。”

三湘都市报记者走访发
现， 农贸市场里可供选择的
本地菜只有芽白菜、平包菜、
白萝卜、莴笋尖等。业内人士
预计，随着天气转凉，本地菜
上市量逐渐减少， 后期蔬菜
价格还将小幅上涨。

红菜薹成“领涨族”

每年霜降之后， 穿着紫
红色外衣的红菜薹愈发鲜
甜，它的出现也在向长沙“老
口子”们发送入冬信号。

“一个月前，武汉红菜薹
刚上市最高卖到15元一斤，
买一斤炒一碗一家三口都不
够吃。 刚上市的红菜薹根部
勉强能掐断， 吃起来还略带
点苦味。”柳女士表示，本地
红菜薹上市后， 最便宜时卖
到了4元/斤。

三湘都市报记者走访长
沙多个农贸市场了解到，市
场里的红菜薹上涨幅度在
1-1.5元/斤。在浏城桥农贸市
场，原本5元一斤的西兰花也
卖到了7元一斤；西红柿也不
例外，每斤涨幅达1元。

本地菜退市引发涨价

“天气太冷，本地菜越来
越少了， 市场上的茄子、土
豆、 辣椒基本都是大棚菜
嘞。”柳女士说，小菜涨价主
要原因是本地菜供应减少，
这也符合每年冬天菜价出现
小幅波动的市场规律。

此外， 荷花池农贸市场
内一名经营户告诉记者，10
月底， 本地蔬菜开始陆续退
市， 市场上仅有少量叶类菜
和瓜果菜在扫尾， 外地蔬菜
已开始大规模进入。如，摊位
在售的四季豆， 仅有少量来
自浏阳， 大多来自河南、山
东、云南等地。

“相对本地菜，外地蔬菜
的运输、储存、场地等各项成
本高很多， 蔬菜价格势必会
上涨。”该经营户表示，随着
天气转凉， 外来高成本蔬菜
将唱主角， 后期蔬菜价格将
会小幅上涨。

■记者 黄亚苹

A04 民生 2020年11月26日 星期四
编辑/李青 美编/聂平辉 校对/汤吉

今冬“60年来最冷”？权威说法在这
专家:基本不会出现2008年的雨雪冰冻极寒现象 天气：今起较强冷空气来袭，湿冷加倍

扫
码
看
本
报

更
多
精
彩
报
道

2020年的冬天， 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一
些：还没进入11月份，就陆续有地区出现大雪
和气温跌破零下的情况。反观我省，立冬来表现
并不明显，气温还一度冲上30℃。但冷空气一
旦“冻”起真格，高温立马就缴械投降。60年来
最寒冷冬天？2008年乃至1998年以来的最冷
一年？种种说法甚嚣尘上的同时，气象专家也出
面科学辟谣。

传言一

而“拉尼娜”这个解锁今
冬气候绕不开的现象， 也再
次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拉尼娜，是指赤道中、东
太平洋海水表面温度与常年
同期相比大范围偏冷超过
0.5℃的现象。如果偏冷现象
持续， 且偏冷的累积值和持
续时间达到一定条件， 就成
为一次拉尼娜事件。

拉尼娜的出现， 常常与
整体“更冷的冬天” 连在一
起。根据统计，2000年以来发
生了5次拉尼娜事件， 从5次
拉尼娜事件的状况而言，冬
季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
北部分地区平均气温比常年
同期偏低1~2℃，部分地区偏
低2℃以上。

2020年10月以来，赤道
中东太平洋冷海温持续发展
加强， 预计后期将继续维持
拉尼娜状态， 并于冬季达到
峰值， 形成一次弱到中等强
度的拉尼娜事件。 该事件可
能持续到明年春季。

“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
影响我国冬季气候的因素更
加复杂， 拉尼娜只是其中的
重要因子之一。”不过，国家
气候中心气候服务室首席专
家、 研究员艾婉秀近日在科
学辟谣中表示， 每个冬季的
平均气温偏高或偏低， 是由
很多因素共同决定的， 而其
中哪一个因素占主导地位，
只有通过事后的详细分析才
能得出确定的结论。

“拉尼娜”来了会更冷吗？

这两天， 朋友圈里议论
最多的可能是“雪来了”，“好
像还比往年早了不少， 今年
冬天会特别冷吗？”艾婉秀介
绍，降雪是一次天气过程，降
雪早晚，与整个冬季（12月至
次年2月）气温的高低没有必
然的联系，比如，1992年降雪
出现早，但1992/1993年冬季
的气温偏高了0.2℃，“但进入
冬季后， 如果出现多次的降
雪天气，且降雪多、积雪厚，

对气温就会产生影响了。”
那么， 今年会不会出现

极寒现象? 长沙市气象局新
闻发言人、 气象台副台长丁
玄表示， 根据预测， 今年冬
季总体来说气温会偏低，冷
空气活动频繁，明年1月下半
月至2月上旬有阶段性的低
温雨雪冰冻天气发生， 但基
本不会出现2008年的雨雪
冰冻极寒现象。

■记者 李成辉

传言二 雪下得早会更冷吗？

天气预报

气温断崖式下降，
11月到头，关键词还是：
冷冷冷冷冷。 预计未来
三天， 湖南阴雨天气依
旧频繁，而且，26日起一
股较强冷空气来袭，湖
南湿冷将加倍。

根据湖南省气象台
预报， 未来三天湖南大
部相对湿度在90%以上。
而根据中央气象台体感
温度公式计算， 相对湿
度90%的情况下，室外温
度5℃， 体感温度只有
1.2℃。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
由于阴雨天气频繁， 加之
26日一股较强冷空气来
袭， 预计未来一周湖南气
温都将“低位运行”，大部
地区最高气温只有10℃上
下，普遍较常年同期偏低。

气象专家提醒，近期
冷空气活跃，湖南气温偏
低，公众出行需注意防寒
保暖。此外，需关注阴雨
天气及27日夜间湘北高
寒山区可能出现的雨夹
雪或雪对交通、农业等的
不利影响。

今起较强冷空气来袭，湿冷加倍

寒潮、流感+新冠
这五类人需特别注意
疾控专家解锁个人防护“正确姿势”

（1）当气温发生骤降时，要注
意添衣保暖，特别是要注意手、脸
的保暖；

（2）关好门窗，固紧室外搭建物；
（3）外出当心路滑跌倒；
（4）老年人、孕产妇、婴幼儿

和心脑血管病人、 呼吸系统病人
等慢性病患者应注意保暖， 加强
营养，适度锻炼，减少外出；

（5）注意休息，不要过度疲劳；
（6）采用煤炉取暖的家庭要提

防煤气中毒；
（7）大风天气，外出注意高空

坠物；
（8）关注天气预报，关注相关

部门发布的寒潮消息或警报；
（9）个人防护“万变不离其宗”

———勤洗手、戴口罩、少聚集。

小贴士 寒潮天气记得做好这些事

市场速递

本地菜下市
小菜要涨价了

11月25日，消费者正在菜市场内选购蔬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