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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点子婚介
13735826379 82655749
万名青中老各阶层有公务员、
事业、国企、教师、白领、医生、

工程师、上门女婿等。

萧山供电公司计划停电预告

8月2日 8∶00-13∶00
停黎蓬A814线横蓬村 21#
变：萧山区南阳街道横蓬村
一带。

●遗失投保在太平洋财产保
险公司的车牌号浙A310PA，
投保人邵婧，保单号：AHAZ15
0Y1419B016786G，保单流

水号：CFBA1904526788，声
明作废。

●遗失朱凤仙浙江省医疗住
院收费票据，代码:31301,
号码：1701411234，声明遗
失。

便民热线 启 事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致达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萧山分公司遗失杭州市萧山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7年5月2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91330109MA28RDM193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致达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萧山分公司
2019年8月1日8月2日 8∶00-17∶30停向公347线76#向公村4#变低压总闸：钱塘新区河庄街道向公村一带。

江东供电局计划停电预告

萧山区潮汐预报
位置

萧山观潮城

下沙大桥

闻家堰

潮水涌高等级

8月1日
晚潮时间

00:35

00:49

02:25

危险

高潮位
(米)

5.20

5.10

4.8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8月2日
早潮时间

13:50

14:06

15:48

高潮位
(米)

4.40

4.30

4.40

欢迎刊登 分类广告 便民热线

序号

1

申购对象

金仁良

申购对象
家庭成员

申购面积
（m2）

80

其中优惠
申购面积（m2）

30

临江街道农场无房户安居房申购名单公示
临江街道农场无房户安居房已开始申购，现将申购户

名单予以公示。申购名单及申购面积详见浙江日报、杭州
日报、萧山日报。如有异议，请于公示之日起7日内向临
江街道农场安居房申购工作小组反映。以个人名义反映
问题的，提倡署报本人真实姓名。

电话：82988126、82123311
时间：上午8:30——下午4:30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临江街道办事处
2019年8月1日

■首席记者 周颖 通讯员 洪斐

夏日炎炎，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是：“热
死人了。”事实上，“热死人”还真不是随便
说说，长时间在高温下确实非常危险。近
日，区中医院就收治了一例热射病和低血
钾症患者。医生提醒，高温天除了补水
外，还需要适当补钾。

热射病患者入院
抢救半小时才有反应

患者刘师傅被送医时已神志不清、皮
肤干热、发红无汗、尿失禁。护士一测体
温，竟然高达41℃。

据家属回忆，刘师傅最近有点感冒，
当天一直躺在出租房内休息。由于屋内
未开空调，异常闷热，直到下午3点多被人
发现时，他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

急诊医生查看病情后，立即给予降温
处理，并排除其他疾病。吸氧、心电监护、
建立静脉通路，用4℃液体静脉滴注，随后
使用降温神器—冰毯冰帽……半小时后
刘师傅才有了反应，但还是很迟钝，之后

被诊断为“热射病”，转入重症监护室。
“热射病属重症中暑，是一种非常凶

险的急症，死亡率可达40%至50%，50周
岁以上的人死亡率甚至达到70%。”区中
医院的急诊医生说，人体有个体温调节中
枢，正常情况下会调节机体产热与散热平
衡，让体温维持在37℃左右。但在一些情
况下，这种产、散热平衡会被打破，使得体
内热量积聚，从而引起中暑。

三个因素易导致中暑
四类人群要当心

热射病就是热量在体内急剧蓄积导
致的，患者常会出现局部肌肉痉挛、高热、
无汗、口干、昏迷，呼吸困难、甚至呼吸衰
竭等症状，是中暑中最致命的一种。

除了个体因素印象，热射病发病主要
与三个因素密切相关：高温、高湿和密闭
无风环境。

那么，哪些人群要尤其注意热射病？
老人、儿童、孕妇以及有基础疾病（如心脑
血管病、肥胖）的人群，要特别注意防范。

对于需要长期在外劳作或工作环境
闷热不透风的人，最好事先准备一些盐
水、冰块等。发现有中暑先兆，一般表现
为头痛、头晕、口渴、多汗及四肢无力等症
状，应及时转移到阴凉通风处，物理降温
并补充水分（盐水最佳），在短时间是可以
恢复的。

出汗多容易钾流失
谨防低钾血症

前两天傍晚，徐阿姨被紧急送入萧山
中医院急诊室。刚到医院时，徐阿姨精神
萎靡，生命体征尚正常，自述头晕、恶心呕
吐。急诊医生在进行体格检查时，徐阿姨
四肢乏力，无力配合。

徐阿姨说，当时她在露天做点小买
卖，在38℃的高温下虽有遮阳伞，还是热
得厉害，豆大的汗直流下来，一下午也没
喝多少水，突然就头晕得难受，想吐。

检查结果一出，原来徐阿姨血钾只有
2.92mmol/L。经过补液补钾治疗后，再
次复测血钾，指标恢复到4.5mmol/L。这
时，徐阿姨说头晕好多了，也不想吐了，动
动也有力气了，知道了下回出汗多要及时
补充水分和钾。

区中医院的医生说，高温天里，像徐
阿姨一样诊断低钾血症的患者几乎每日
都有，主要是出汗过多没有及时补充钾和
水分所致。

医生说，低钾虽常见，但会影响脏器
甚至心脏功能，不容小觑。建议夏日适度
饮用淡盐水、橙汁、橘子汁等，也可食用黄
绿色水果，如香蕉、草莓、橙子、橘子等。
日常饮食中，加入适量蘑菇、银耳、紫菜汤
等。一旦发现缺钾严重，应口服补钾药物
及静脉输注补钾药物。

高烧41℃神志不清 高温天警惕热射病
医生提醒：防中暑除了补水 通风还需要适当补钾

■记者 朱林飞 通讯员 蔚鲁燕

本报讯 在东阳桥社区银龄之
家的院子里，开辟了两块菜地，地里
长着西红柿、茄子、黄瓜、丝瓜、秋葵、
毛豆，现在正是收获的季节。在城市
里能拥有一个100多平方米的种植
园，实在难得。这个暑假，东阳桥暑
期假日学校里，小农夫种植社团的孩
子们享受到了田园耕种收获的乐趣。

东阳桥社区辖区内有青少年738
人，社区青少年俱乐部于2017年成
立了七彩社团，由小夫子国学社、小
红领巾志愿社、小任伯年国画社、小
伢儿动漫社、小农夫种植社、小爱迪
生科技社、小手指社组成。

为了让孩子们度过一个愉快的
暑期，社区早早筹划，各社团暑期活
动一经推出，报名参加的孩子就达到
130余人。青少年俱乐部的辅导员由
85后、90后的社区工作人员担任，他

们大多毕业于师范学院，拥有教师资
格证，具有一定的理论和专业基础。
社区还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和居民资
源，邀请专业老师来为孩子们上课。

近日，小农夫种植社开展了热热
闹闹的采摘活动，20多名小农夫戴着
小草帽，穿梭在种植园里，篮子里很
快就装满了各色蔬菜，随后来到附近
的舒禾生鲜超市开展义卖活动。

除了小农夫种植社，假日学校另
外几个社团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暑
期活动——小夫子国学社以萧山名
人贺知章为切入点，带孩子们品读经
典唐诗；小红领巾志愿社邀请两名退
伍老兵，给孩子们讲战争故事；小手
指社借助青少年宫、萧报小记者团的
力量，教孩子们做各种创意手工；小
爱迪生科技社开展了模型制作、探索
电路等课程；小任伯年国画社和小伢
儿动漫社让孩子们静下心来，用线条
和色彩感受这个世界。

酷暑天里，衙前镇凤凰村游泳池成了老百姓避暑纳凉的好去处。首席记者 范方斌 通讯员 华兴桥 摄

■记者 朱林飞 通讯员 於少寅 陈霏斐

本报讯 近日，广德社区青少年俱乐
部垃圾分类系列活动第二场顺利开展。
外面骄阳似火，但是抵挡不住青少年们做
公益宣传的热情。

本次垃圾分类户外活动主要分两块

内容：一是垃圾分类的宣传单发放，二是
完成垃圾分类的问卷调查。出发前，带队
老师向大家介绍了路上应该注意的问题，
以及到目的地之后应该怎样去推广宣传。

活动地点选择在人流量较大的超市
里，通过实际参与垃圾分类宣传，与路人
们零距离交流互动，使每个孩子更好地将

自己了解到的垃圾分类知识分享给他
人。同时，通过回收上来的问卷调查，大
致了解市民们对垃圾分类的认知水平。

不少陪同的家长表示，活动既锻炼了
孩子们的社交能力，也让环保知识深入人
心。市民陈先生说：“希望以后多开展这
种活动，从小培养孩子们的社会责任感。”

东阳桥假日学校教孩子“手脑结合”

■记者 朱林飞 通讯员 高梦姣

本报讯 为普及群众性应急救
护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减少突
发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金稼苑社区
近日联合新白马业委会、南都物业、
阳光爱心救援队开展了平安社区建
设应急消防疏散演练活动。

活动开始前，救援队队员为居民
们普及了火灾、地震等险情发生时居
民逃生的秩序和基本自救方法。警
报拉响后，随着演练用烟幕弹制造的

“紧急火情”，在志愿者和救护队员专

业的指导疏散下，居民们用湿毛巾掩
住口鼻，有序进行逃生。

演练中，救援队队员“救”出了在
险情中“受伤”的居民，成功用担架将

“伤者”送到了开阔的疏散场地，对其
采取急救措施。

演练后，居民和救援队队员在小
区会所广场集合，阳光爱心救援队老
师以应急专用人偶为模特，详细讲解
并示范了心肺复苏、人工呼吸的方
法。随后救援队队员向大家讲解了
灭火器的使用方法，居民们在示范下
进行现场灭火练习。

广德社区青少年参与户外垃圾分类活动

金稼苑社区开展消防大演练

乡村游泳池

■通讯员 谢忆静

本报讯 7月25日，第二十届中
国中学生乒乓球锦标赛在江苏省徐
州市开幕，这是国内中学生体育竞赛
中级别最高、水平最高的乒乓球比
赛，每年一届，迄今为止已成功举办
20届。

代表我区参加比赛的是萧山中
学和北干初中男女乒乓球队，队伍一
路过关斩将，最终由赵佳璐、孙瑞鸿、
韩儒雅、吴童妤、金莉莎组成的萧山
中学女队获亚军。男子团体进入32

强，北干初中女队获得第八名，混双、
男双均进入前八名。这是萧山学校
乒乓球斩获最多，荣誉最好的一次，
也是萧山中学生在国家级比赛中获
得的最好成绩。

我区通过“一校一品”建设，形成
萧山中学、北干初中、北干小学、银河
小学、朝晖小学等省、市、区级乒乓球
特色学校。其中通过乒乓球项目进
入萧山中学的队员，每年都有人被知
名高校录取，今年有3名运动员分别
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华南师范大
学、中国矿业大学录取。

国赛亚军！萧山中学生创佳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