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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到13日，我市大范围
35℃以上的高温天气已持续了9
天。其中，7月 10日、12日、13
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40℃以
上。值得一提的是，7月8日到13
日，市区已连续6天出现38℃以
上的高温天气，“赶超”2005年和
2007年的5天，为有气象记录以
来同期最多。

从市气象台7月13日发布的
10天预报看，受弱冷空气影响，副
热带高压势力有所减弱，7月16
日到18日高温有所缓和，最高气
温34℃-37℃。不过，从7月19
日开始，新一轮高温天气又将卷
土重来。

“想问天问大地”，这到底是

为什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
专门委员会第六次评估报告显
示，最近50年来全球变暖正以过
去2000年以来前所未有的速度
发生。这是此次持续性高温天气
发生的气候背景。

当前大气环流的异常变化是
高温天气发生、持续的直接原
因。今年上半年，西太平洋副热
带高压的势力较常年偏弱，主体
迟迟徘徊海上。7月以来，在台风

“暹芭”北上后，西太平洋副热带
高压带西伸，伊朗高压带东伸，并
与中纬度的大陆高压结合，在我
国上空形成稳定的暖高压带。而
我市近期刚好处于西太平洋副热
带高压西伸脊控制区。

一方面，脊线附近是下沉气
流，下沉增温明显，加上晴朗少
云，太阳辐射强烈，使得地面可吸
收更多太阳短波辐射，气温上升
明显，产生增温叠加效应。

另一方面，因气压梯度较小，
风力微弱，天气更显闷热，体感异
常不舒适。

此外，在西太平洋高压脊控
制下，大气潮湿、能量聚集，高压
脊北侧与西风带锋区相邻，多气
旋和锋面系统活动。当这些系统
渗透下来，哪怕带来一丝微小的
扰动，也会造成激烈的对流性天
气，伴随短时暴雨、雷电、雷暴大
风等，甚至冰雹的发生。

记者 石承承 通讯员 傅华英

我市最近开启了全面“烧
烤”模式，走在户外，感觉自己
离烤肉就差一把孜然了。

前几天，董女士和朋友去
海边游玩。海景怡情，可日头
却相当毒辣。回家后，董女士
出现了腹泻、头晕、乏力等症
状。她以为自己中暑了，便自
行服用了止泻药和藿香正气胶
囊。这也是很多人中暑后的

“常规操作”。
可是，药吃了后，董女士的

症状不仅没有任何缓解，精神
状态也逐渐萎靡。她觉得很不
舒服，忍不下去了，就来到宁波
市中医院急诊内科就诊。

接诊的隆康健副主任中医
师在检查、问询后表示，董女士
的情况的确属于中暑。但属于
典型的阳暑症状，服用具有化
湿、温中效果的藿香正气胶囊
没有任何意义。由于没有对症
下药，董女士在服药后，症状并
没有缓解。

董女士疑惑，都说事物分
阴阳，万万没想到，连中暑也分
阴阳啊。

连日高温让整个宁波十分滚
烫。在不适合户外活动的高温
天，宁波各大购物中心成为避暑
逛街的首选。在部分商业综合体
内，顾客平均停留时间环比增加
1.2个小时，带火了宁波线下消费
市场的热度。

儿童、餐饮业态人气“滚烫”

进入7月以来，鄞州印象城、
宁波万象汇、海曙印象城客流均
有明显回升，尤其是周末和夜间，
人气和销售同步增长。

随着高温和暑假经济的同步
催热，宁波阪急近期客流持续走
高，环比上月有较大幅度的提
升。“尤为明显的是，客流高峰时
段整体提前了。本周每天10时
一开门，就逐步进入客流高峰阶
段，一直持续到晚市结束。客人
中以年轻家庭顾客居多，来购物、
就餐的同时，也会顺带体验我们
的亲子活动。”该商业体有关负责

人黎琴表示。
海曙印象城进入7月以来，客

流也有明显增加。“暑期档工作日
日均客流超过2万人次，周末客流
超过3万人次。从后台数据看，顾
客平均停留时间环比上月增长了
1.2个小时。”该商业体有关负责人
竺小勤表示。

记者从宁波多个购物中心了
解到，这段时间儿童、餐饮成为人
气和销量最好的业态，环比上月
均有15%-20%的提升。

花式促销点燃消费热情

一边是高温导入的室内商业
人气集聚，另一边恰逢暑期消费
季，不少商业体轮番推出主题丰
富的促销活动。

海曙印象城启动花young趣
玩花花节，不仅有折扣也有活
动。如夏装出清1折起、黄金最高
克减80元（满 3000 元再送 150 元
无门槛券）、老凤祥和周大福克减

40元、家电数码指定产品满1000
元减200元等。7月15日-17日
还有花花音乐节，BigYear大年、
圣ROCK乐队等众多人气乐队现
场嗨唱。

宁波阪急推出以“七又四分
之一的夏天”为主题的儿童体验
活动，其中“阪急夏日FUN学营”
更是集结了场内10多个品牌，提
供近100场体验活动，涉及艺术、
手工、厨艺、运动四大主题，如体
验寿司制作、流体熊艺术绘画、小
小营业员、任天堂马里奥游戏比赛
等。7月17日，将举办“当红不让”
少儿街舞ALLSTYLE个人赛。

宁波万象汇也有不少好玩的
活动。7月8日，宁波万象汇联合
哈叟街舞在L1主中庭位置进行
了HERO齐舞展演赛，现场气氛
热烈。L6天空乐园也成了周边家
庭的纳凉首选，各项儿童游玩设
施免费开放。

记者 史娓超 文/摄

吃了藿香胶囊
反而症状加重
原来中暑还分阴暑和阳暑

隆康健在接诊中暑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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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儿去
高温催热实体商业
顾客平均停留时间
环比增1.2个小时

中暑后，服用藿香正气水或藿香
正气胶囊是很多人的“常规操作”。
市民董女士近日却因“常规操作”失
灵，耽误了病情，不得不来到宁波市
中医院急诊内科就诊。

隆康健表示，中暑确实分为
阴阳，有阳暑和阴暑。

著名医家张景岳曾表示：“暑
月受寒，故名阴暑；暑月受热，故
名阳暑。”因此，“暑有阴阳二种，
不可不辨也。”

隆康健介绍，不管是阳暑还
是阴暑，都会出现头晕头痛、食欲
减退、四肢酸软乏力、发热等症
状，但是两者却有本质区别。

阳暑是大家概念里“想当然”
的中暑，是指夏天长时间暴露在
高温环境中或者长时间户外活
动，导致体内水分流失过多，没能
及时补充，人体温度调节发生失
衡导致的中暑，也叫“中热”。因
此，经常表现为高热、心烦、口渴、

大汗、舌淡苔黄、脉洪数等，严重
者可致昏迷。

阴暑，则符合“阴”的特性。
相比阳暑的骤然剧烈，阴暑往往
起病缓慢但缠绵不去。例如，极
热状态时突然进入空调房猛吹凉
风、马上洗冷水澡、吃大量冷饮
等，都会导致原本张开的皮肤毛
孔，条件反射性收缩，使暑湿之气
困于体内，身体难以散热，而导致

“中阴暑”。阴暑常常表现为发热
恶寒、无汗、鼻塞流鼻涕、头身困
重、关节酸痛、神疲倦怠、腹泻腹
痛、舌质淡、苔薄或白腻，脉弦细。

董女士这次中暑，是高温天
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导致，属于中
阳暑。

中暑分阴阳，本质有区别2

吃藿香正气胶囊后
症状没缓解

在很多人看来，藿香正气水、藿香
正气胶囊可谓万能解暑药。

隆康健介绍，藿香正气水来自于
传统中医药的经典老方，方药组成为
藿香、白芷、紫苏、大腹皮、半夏、陈皮、
厚朴、白术、生姜、大枣等，都是温热药
物。藿香正气水功能相当广泛，但主
要用来理气祛湿和驱寒，适用于治疗
因避热贪凉引起的“阴暑”。当藿香正
气用于阳暑时，不但不能治病，还可能
适得其反，导致“火上浇油”。

另外，还需注意的是，藿香正气水
含酒精，对酒精过敏或不宜饮酒者，需
选用不含酒精剂型。

隆康健建议高温天市民出现不适
症状，应及时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就诊，
准确辨别中暑类型后再对症施治。

记者 王颖 通讯员 陈君艳 文/摄

藿香正气水
不是万能解暑药4

中了阳暑或阴暑，如何正确应
对？隆康健做了科普——

如果中了阳暑，出现头晕、疲乏、
四肢酸软等症状，代表暑热已经伤到
身体，可在专业中医师的指导下，选用
中成药“十滴水和仁丹”（婴幼儿、孕妇
禁用），或中药汤剂如“白虎加参汤”

“清暑益气汤”等。另外，饮食中可加
用适量沙参、西洋参、麦冬、玉竹煮汤，
以达到益气养阴的效果。日常生活
中，还可以通过喝绿豆汤、荷叶茶、吃
西瓜等祛解暑热。需要注意的是，脾
胃虚弱容易腹泻者慎用。

如果中了阴暑，可以食用“薏苡仁
粥”，起到健脾祛湿的效果，或者喝点
生姜茶温中散寒。暑天大家容易贪凉
引起感冒，特别是胃肠型感冒，出现舌
苔白腻、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的症状，
这时便可在专业医师指导下服用“藿
香正气水”。

阳暑选十滴水
阴暑可喝生姜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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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燃气管道安全
他每天骑行60多公里
步行1万多步

7月甬城，“炎”值爆表。即便是酷
热难耐，仍有这样一群人坚守在燃气巡
线这个平凡而特殊的岗位，顶着骄阳为
守护城市安全默默付出。

“看标识，注意燃气管线位置！”嘈
杂的施工现场传来洪亮的声音，这是宁
波城投控股的华润兴光燃气公司巡线
员郁凯达在轨道交通北明程路站施工
开挖现场“监工”。

7月13日早上7点，太阳已非常猛
烈，安全帽下黝黑的脸上豆大的汗珠不
停滚下来，蓝色的工装已湿透并贴在背
上。只见他熟练地根据图纸和现场燃
气标识确定工地内燃气管线的具体位
置，指导施工人员开挖探管。看到燃气
管道被挖出后，他在探坑内做好管位指
示牌，并给裸露管道盖好警示带，与现
场施工员再三强调燃气管道保护措施
后离开，迅速赶往下一个工地。

郁凯达是华润兴光公司东部新城
片区的巡线员，今年26岁，是巡线队伍
中的年轻党员。

他告诉记者，夏季是市政工程开工
的高峰期，他负责的巡线区域内有10
多个第三方施工点。这些地方管线分
布密集，一般都是庭院管线，连接着老
百姓的灶台，一旦被挖破，影响的是老
百姓的吃饭问题。在施工高峰期，为了
加强监护，“白加黑”“五加二”对于他来
说都是常态。

除了第三方施工的管线监护，郁凯
达每天还要完成日常管线巡查。一辆电
动自行车、一个工具包是他每天的标
配。一路上，走走停停，每“打卡”一个燃
气井、一条引路管线，他都会用随身带着
的安全检测仪，仔细检查是否存在漏气
问题，直到确保管线安全运行后再离
开。“每天大概要骑行60多公里，电动自
行车进不去的地方必须步行，每天少说
也有1万步。无论太阳多毒辣，这些都
是我们巡线员的‘常规操作’。”郁凯达抹
了把汗，笑着说道。

郁凯达只是华润兴光燃气公司39
名巡线工的缩影。无论天气多么恶劣，
巡线工作从不松懈。他们肩负我市
4000多公里燃气管线的安全运行，为
90万用户的安全稳定供气保驾护航。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王艺洁 严娜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