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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冒碰到飞絮

频频打喷嚏

14日上午，天气晴好，南山公
园迎来了不少游客。记者注意
到，每当微风拂过时，就会有飞
絮在空中飘舞。除了公园的人工
湖里落了一层飞絮之外，公园外
的马路上也都有飞絮在飞，走在
南通路上飞絮还不时往人鼻孔
里钻，惹得路人直打喷嚏。“这几
天感冒了，本来快好了，可出来
走了一圈就不停打喷嚏，都是柳
絮害的。”市民李女士顶着红鼻
头诉苦说，看天气好就没戴口罩
外出，没想到却遭遇了飞絮。

记者注意到，在南通路、毓
西路、文化路等路段，都有飞絮
在飘动。南通路的一位环卫工人
说，路边种的并非杨树和柳树，
但因附近有杨柳，飞絮又可以随
风飘很远，所以他们打扫时也常
遇到杨柳的飞絮。因春天风比较
大，杨柳絮根本扫不起来，刚扫
完这片，风一吹就都四处飞散
了，很是麻烦。

飞絮是雌性杨柳

在播撒种子

烟台市园林处副处长丁海
伶告诉记者，杨柳絮是杨树和柳

树的种子，3月和4月是这两种树
播撒种子的季节，所以才会出现
飞絮的情景。因杨柳树都是雌雄
异株，只有在成年雌树开花的时
候，才会有飞絮出现。柳树一般
是4年以上的才出现柳絮，而杨
树中只有毛白杨品种才会开花
出现杨絮。

丁海伶说，杨柳树播撒种
子一般会持续到 4月底就没有
了。据介绍，烟台以前曾用过杨
柳树作为行道树，但因其寿命
较短，已经淘汰，目前烟台地区
的行道树主要是法国梧桐等树
种，绿化树木主要以松树、银
杏、鹅掌楸、枫树等寿命较长、
耐污染能力较高的观赏类树种
为主。因杨树和柳树有生长快
的特点，所以目前主要用于防
护林，另外河道和公园绿化中
也会使用。丁海伶说，杨柳树种
植较多的地区一般都采取多种
雄树、给雌树输药“节育”等手
段，来防止飞絮成灾。

专家给出防过敏小药方

毓璜顶医院变态反应科主
任孙月眉介绍，“再过几天，将会
出现更多杨柳絮过敏的患者，多
以眼痒、流鼻涕、打喷嚏为主，严
重的可能引发哮喘。”

如果是过敏体质的市民，在

春季应该做好防护。“外出一定
要戴防护眼镜、口罩，在杨柳絮
纷飞的天气里尽量不要开窗。”
孙月眉说，当然，柳絮过敏约占
过敏患者的2%-3%，在遵从以下
药方前应到医院鉴定过敏原：过
敏者可提前口服抗组胺药，如开

瑞坦、扑尔敏等。仅出现流鼻涕
打喷嚏等，提前用鼻用激素，严
重可用鼻用抗组胺药，如爱赛
平。眼睛痒尽量不激素类眼药，
可以用埃美丁滴眼。

“如果有咳嗽、喘息、胸闷、
憋气症状，建议到医院进行相关

检查，如做肺功能检查确定哮喘
的严重程度，制定恰当、长期的
治疗方案。”孙月眉说，激素是治
疗过敏性疾病的特效药，治疗过
敏性鼻炎、哮喘是局部用药，不
经过血液循环到全身，因此不需
要担心激素的副作用。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王
敏) 近日，芝罘区福新路15号
的居民反映，他们楼的自来水
主管月初爆了，虽然现在已经
修好，但地下室被淹了。

14日在福新路15号楼的地
下室，记者看到地上还是很湿，
几块木板丢在一边，西边的墙
上有半米高的水迹。居民们告
诉记者，水最多的时候没过脚
踝，因为积了好几天水，所以墙
被阴湿了不少。

“晚上破的，第二天早上有
人想骑车去上班，到地下室取

车子的时候发现淹水了。”楼里
一户居民说，楼里的居民知道
后赶紧把各家存放的东西搬了
出来，好在里面放的都是杂七
杂八的东西，损失不大，但有家
居民放着一台小发电机，还有
的居民放着被子，晾晒起来有
点麻烦。

据该楼的楼长王女士介
绍，破裂的是楼里的自来水
总管，1996年入住后就没换过
管道，没想到这次爆了，“2日
爆了，管子从楼前网点房下
面走的，到前天才修好，这次

把管子全换成新的了。”王女
士说，楼里共有10户居民，有
一户没找到人，其他9家跟网
点房一起凑了大约2700块钱，
更换了水管。

很 多 小 区 存 在 水 管 破
裂、楼顶漏水等情况，并不是
所有人都愿意凑钱维修，那
有没有专门的维修金呢？记
者从住建部门了解到，从2011

年5月起，烟台市制定住宅专
项维修资金使用办法，开发
建设单位在办理房屋初始登
记时，就交了这部分钱。如果

遇到楼顶漏水等居民楼内的
公共问题，居民可以按照程
序申请维修资金。

而在这之前，还有一种维
修金叫公共维修基金。记者了
解到，莱山区曾有小区物业申
请过一次维修基金用于小区环
境改造，后因未能与业主就这
比基金的使用问题达成一致，
而被迫取消。如果居民想申请
公共维修基金，可以通过物业
按照程序向管理部门提出申
请，但必须经过公示和取得多
数住户的认可。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吴江涛)

近日，烟大学生创立的微信服务
号“莱山微校园”上线，与以往的微
信公众平台只服务一个学院、一个
学校不同，这个微信服务平台给莱
山四所高校的同学提供了一个交流
平台。

运营这个服务号的，是烟大部
分学生组成的“烟台大学广告创意
工作室”。据团队的负责人张鹏介
绍，工作室的成员有十多位，基本
都是理工科的学生。

“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服务学
生。”张鹏向记者演示了“莱山微校
园”这个服务平台。平台分为三部
分，第一部分名叫“大学事”，主要一
些校园活动、兼职信息、校园资讯等
等讯息。

平台的第二部分则主要立足
于“服务”，可以查询火车票、快递、
天气等各种信息。“以前这些事情
大多在电脑上干，现在一个微信号
就全部搞定了。”张鹏说，为了更好
更全面地做好服务，团队还专门请
了计算机专业的朋友，来解决技术
方面的问题。

团队负责人告诉记者，运作这
样一个微信号，主要目的是交流，
微信平台的第三部分就主要着眼
于交流，给烟台大学、山东工商学
院、烟台大学文经学院、还有滨州
医学院烟台校区四所高校的同学
提供了一个各种信息的交流平台，
比如二手交易、组织活动等等。

张鹏说，以前学校搞活动都是
以一个学院为一个圈、一个学校一
个圈，而且都是那些相对外向学生
的活跃平台，而对于学校与学校之
间的交流就相对较少，对于相对内
向的学生更是难以接触其他学校甚
至外界的信息，他们运作微信号，就
是为了拉近同学与同学之间的距
离，拉近烟台与外面世界的距离。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张
姗姗 ) “老板学习去了，想要
花自己选，不要忘记付钱哦！”
近日，烟台大学文经学院校园
里出现了一个自助售花摊，小
摊无人看守，学生想要买花可
以自行挑选、付钱。原来，该校
于 3 月 底 启 动 了“ 百 元 创 业
Show”活动，这个小摊是5名参
加活动的学生经营的。为了倡
导诚实守信，他们采取了自助
售卖的形式。

1 4日，记者来到烟台大
学文经学院，在餐厅门口记
者看到两张木牌和一只红色
纸盒，一张木牌上写着“自助
售卖收费处7号绿箭薄荷”字

样。另一张木牌则写着一份
“说明书”。“老板学习去了，
想要花自己选，不要忘记付
钱哦。每盆花都标有价钱，如
果没带钱呢？花你可以带走，
但一定要给老板来个短信，
说一下付款时间哦！”下边还
写着“诚信乃做人之本”，并
附有老板的电话。

据学生介绍，这两张就是
花摊的牌子，红色纸盒是收钱
用的。记者联系到了摊主，原
来是5名大二学生，牌子上的“7

号绿箭薄荷”表示他们是7号团
队“绿箭薄荷”。汽车工程专业
的刘光旭是这个团队的队长，
他告诉记者，学校为了鼓励大

学生创业，3月底启动了第二届
“百元创业Show”活动。

经过报名、面试，选出9个
团队参加，每个团队可以拿到
200元创业资金。经过两周的创
业之后，再进行PPT展示和评
比打分。“如果参赛者赚到了
钱，活动结束后只需返还200元
资金。如果赔了，返还等值的
货物就可以了。”队员孙方靖
说。

“我们的课程比较多，不
能一直看着摊子。而且创业也
应该做出一点创意来，就尝试
了自助售卖的形式。”队员刘
昭良说，这样的形式可以倡导
诚实守信，也能给大学生活留

下一些美好的回忆。
9日起，“绿箭薄荷”就开始

摆摊了，每盆花标价10到20元，
天黑了就收摊。周末，他们还
把小摊摆到了烟台大学与滨
州医学院烟台校区。现在他们
已经卖出了二三百盆花，赚了
1200元钱。“这几天钱数从没少
过，有的同学没带零钱，事后
也如数补交了。”刘光旭说，同
学们的诚信让他很感动，也给
了团队很大的鼓励。

记者发现，对于这种自助
售卖形式，学生们纷纷表示

“赞一个”。“看到摊主对同学
们这么信任，觉得很温暖，充
满了正能量。”

又又来来杨杨柳柳飞飞絮絮，，过过敏敏者者““伤伤不不起起””
飞絮将持续到4月底，专家开出抗飞絮过敏的治疗药方

烟大学生创办

“莱山微校园”

本报记者 苑菲菲 宋佳

随着春天的到来，烟台的一些大街小巷又纷纷扬扬地飘起
杨柳飞絮，给过敏和感冒的市民造成了不小的麻烦。14日，记者
采访了解到，飞絮一般会持续到4月底。对此，毓璜顶医院变态
反应科专家根据多年从医经验，开对症药方，如果你是柳絮过
敏患者，就抓紧“收藏”吧。

水水管管夜夜间间爆爆裂裂淹淹了了地地下下室室
居民自己凑钱换了新管

““自自助助花花摊摊””买买花花找找零零全全凭凭自自觉觉
5名大学生创业摆摊卖花，倡导诚实守信

飞絮给不少过敏体质和感冒的居民带来困扰。
本报记者 苑菲菲 摄

▲14日上午，南山公园人工湖边杨柳絮随风飞舞。
本报记者 苑菲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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