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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本报记者探营
大型社区也有不少便民游泳馆
本报记者 李娜 宋佳 王光营 实习生 张涛

城事

高温天气，在泳池游
上一圈别提多惬意。但我
们在休闲娱乐的同时，也
要警惕一些潜在的伤害。
由于泳池里的水每天要
进行氯消毒，对皮肤的伤
害不可避免。

5日，齐鲁医院皮肤
科主治医师徐永豪介绍，
氯会使皮肤干燥，即便冲
洗后也会留下残留物，对
于个别过敏体质的人来
说，容易诱发皮肤疾患。
他建议，去泳池游泳后，
要对皮肤做好清洁、保
湿。

“一些皮肤干燥的市
民以及老人即使在夏天皮
肤油脂分泌旺盛的季节，
游泳之后也要注意做好护
肤。”徐永豪介绍，中性、油
性皮肤的市民，游泳完清
洁皮肤时最好不要使用碱
性较大的肥皂，而要选择
一些较温和，有保湿作用
的洁面产品。

徐永豪认为，不同肤
质的市民游泳时间可以
根据个人情况定，游泳最
好不要超过 2小时，在公
共水域游泳，时间一般不
应超过1 . 5-2小时。

1、济南市全民健身中心

游泳馆

地址：经十路19166号。
开馆时间：6：30-21：00。
泳道：8个。
水深：1 . 2米-1 . 8米。
费用：周一至周五，5点前

20元/次，5点后、周末及节假
日，30元/次，每次1 . 5小时。

次卡：600元/30次，每次
1 . 5小时，有效期半年。

晨练年卡1800元：6：30-
9：00 限本人使用。

休闲年卡800元：周一至
周五，上午9：30-11：30，下午
2：00-4：00，每天限用一次，一
次1 . 5小时。

年卡：2800元/年，每天一
次，不限时间。

2、山东省体育中心

游泳馆

地址：经十路124号。
开馆时间：6：0 0-8：0 0

10：00-21：00。
泳道：8 个，可同时容纳

500余人。
水深：1 . 8米-3 . 2米。
费用：零票80元/次，每次

2小时。
次卡：1000元/20次；1500

元/30次；2500元/50次，每次2
小时。

年卡：早场年卡6000元，
全天年卡8000元。

老年卡：4000元(仅限10：00-
12：00，14：00-16：00使用)。

学生暑期班：900元，每班
10人。

3、奥体中心

游泳馆

地址：经十东路奥体中心
5/6号入口(近石河岭)。

开馆时间：6：3 0- 9：3 0
11：30-21：00。

泳道：7个。
水深：1 . 4米-2米。
费用：零票：25元/次，每

次1 . 5小时。
次卡：400元/20次；780元/40

次，每次1 . 5小时。
月卡：300元/月，每天1 . 5

小时，当月有效，限本人使用
季卡：500元/3个月，每天

1 . 5小时，当季有效，限本人使
用。

年卡：1880元/年，3360元/2
年，不限时间，限本人使用。

1、大舜天成小区游泳馆

地址：山大路236号。
开馆时间：10：00-20：30。
泳道：5个。
费用：零票50元/次，每次

2小时。
月卡：456/月，每天2小

时，当月有效，限本人使用。
季卡：1045元/3个月，每

天2小时，当季有效，限本人使
用。

2、天桥区万盛园游泳馆

地址：堤口路120号万盛
小区里面。

开馆时间：9：00-21：00。
泳道：5个+0.85米深小池。
费用：零票30元/次，每次

1.5小时。
次卡：800元/50次，550元/

30次，450元/20次，每次1 .5小
时，当季有效，不限本人。

月卡：420元/月，当月有
效，限本人使用。

学生暑期班：500元 每
班25人 赠帽赠包 7月1日
开班。

3、四季花园小区游泳馆

地址：济南市中区四季花
园小区。

开馆时间：6月1日-8
月31日：14：30-16：00，
17：00-18：30，19：00-
20：30。

9 月 1 日-5 月
31日：周一到周五
14：00-20：30，周六、
周日9：30-20：30。

泳道：5个。
费用：零票25元/

次，每次1.5小时。
次卡：900元/50次，

1500元/100次，每次1 .5小
时，全年有效，不限本人。

季卡：600元/月，当季有
效，限本人使用。

暑期班：成人：530元，13
节课，每课时90分钟，赠游泳
装备。

小孩：580元，15节课，赠
送游泳装备。

并非所有人都适合
游泳。齐鲁医院医护人员
介绍，有几类重病人群游
泳时可能存在风险，如高
血压患者游泳可能诱发
中风，心脏病患者也不适
合游泳。

“癫痫病患者无论是
大发作型还是小发作型，
在发作时都有一瞬间的
意识失控，如果游泳期间

发病会有生命危险。”该
医护人员介绍，如果想下
水，最好有人陪同。

此外，经期妇女也不
宜下水游泳。“女性经期
抵抗力下降，游泳会使病
菌进入子宫、输卵管等
处，易引发感染，进而出
现经量过多、经期延长等
月经不调现象。”该医护
人员补充说。

齐鲁医院一位专家
介绍说，游泳会消耗大量
能量，空腹游泳不仅影响
出水后的食欲，也会影响
胃部的消化功能，其间有
可能会因低血糖出现头
昏乏力等意外情况。

此外，餐后尤其是

酒后马上游泳也会影响
消化功能，易导致胃肠
痉挛，从而出现呕吐、腹
痛等现象。剧烈运动后
马上游泳，会使心脏负
担加重，导致机体抵抗
力减弱，游泳者容易感
冒。

游泳后注意洁肤

空腹餐后不宜游泳

有些人是不能游泳的

◎注意事项◎

明日夏至，省城气温也攀升到33℃左右。炎炎夏日，到泳池享受清凉成了不少

市民最为渴望的消暑方式。记者走访发现，除了泉水浴场外，省城还有不少游泳馆

藏身在大型社区、酒店宾馆和健身俱乐部，是您享受清凉的好去处。

蛤泉水浴场

地址：解放阁东面，原青年游泳池旧址
开放时间：6：00-22：00
费用：免费，寄存柜2元

“现在还好一点，周末人很多，下饺子
似的。”记者在泉水浴场看到，虽然天气并
不炎热，但浴场内已经有不少前来游泳的
市民。

泉水浴场位于济南市解放阁东面，原
青年游泳池旧址，2010年底建成对外开
放，是省城唯一一个免费的泉水浴场。

泉水浴场开放时间为每周二至周日6
点至22点，周一为浴场清刷泳池、阳光杀
菌消毒时间。1 .2米以上儿童需由成年家属
陪同方可入池，并进行全程监护。1.2米以下
儿童应在沙滩浅水区活动，遇有雷雨、大风
等恶劣天气，浴场将暂停开放。

免费游泳场所

社区游泳馆

专业健身游泳馆

▲泉水浴场内，即便在
非周末时间，已有市民陆续
前来游泳。

本报记者 王光营 摄

▲市民在济南全民健身中心游泳馆内游泳。 本报记者 邱志强 摄

1、济南万达凯悦酒店

地址：经四路187号。
开馆时间：早晨 6：00-

23：00。
泳道：无。
水深：1 . 2米-1 . 5米。
费用：个人健身会籍：12

个月10800元，6个月6100元，

3 个月 3300 元；家庭健身会
籍：12个月19600元，6个月10500
元，3个月5500元(最多两位成
人，两名12岁以下儿童)。

2、济南玉泉森信大酒店

地址：历下区泺源大街
28号

开馆时间：周一 -周五

1 2：0 0 - 2 1：0 0，周六、周日
9：00-24：00。

泳道：无。
水深：1 . 3米-1 . 6米。
票价：6-8月25元，其他

月份20元(均限2小时)；办理
会员后，存1000元赠5张票；
存2000元增10张票，多存多
赠。

宾馆酒店游泳馆

●游泳篇

省城游泳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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