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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 6 月 1 1 日讯
(记者 王若松 ) “一骑红
尘 妃 子 笑 ，无 人 知 是 荔 枝
来。”喜欢吃荔枝的亲们，是
不是很想尝尝当年杨贵妃
钟爱的荔枝到底是什么味
儿？即日起，只要您一个电
话或动动手指，就能吃上正
宗新鲜的广东根子镇贡品
级鲜荔枝啦！

当年快马加鞭送荔枝
图的就是个新鲜，而今咱有

专机专车相送，岂是快马比
得。亲们，您现在可是比当
年的杨美人有福了。为了让
您在第一时间吃上纯正的
大荔枝，本报特别联合素有

“中国荔枝第一镇”之称的
广东省高州市根子镇 (据史
载唐朝高力士贡奉给杨贵
妃品尝的荔枝就采摘自根
子镇 )的荔枝供应商，并与
顺丰速运合作，每天专机专
车发货直送当地采摘的最

好荔枝，零仓储零周转。也
正因如此，我们将成本压到
了最低。先进速运方式，保
障了荔枝可发往全国各地，
如果您想给远在他乡的亲
朋 好 友 寄 送 的 话 ，也 可 订
购。

最好的品尝季很快就过
去了，喜欢吃荔枝的亲们抓
紧喽！高州“桂味”1 . 5kg装，
118元/盒；3kg装，208元/盒。
东莞“妃子笑”1 . 5kg装，108元

/盒；3kg装，188元/盒。此外团
购5箱以上，我们每箱将优惠
10元。

订购方式：
1、拨打订购热线96706按

2号键、96766按3号键进行订
购 ，订 购 账 户 ：华 夏 银 行
1065500000028900-5；

2、登录 9 6 7 0 6便民网
(www.ql96706 .com)，线上下
单，在线支付；

3、加入齐鲁晚报读者俱

乐部QQ群(群号365117668)留
言订购；

4、关注齐鲁晚报读者俱
乐部微信，编辑“我要订购+

姓名+电话+地址+数量”订
购，指定范围全国包邮；

5 、加 逸 周 末 微 信
(qiluyizhoumo)发送“数量+姓
名+手机”。

注：为了更好地为您提
供售后服务，打款时请注明
款项、姓名、电话等信息。

本报济南6月11日讯(记者 王
茂林) 目前正值小麦收割的关键
时期，近期的降雨天气增加了我省
部分地区夏收的难度，但随着雷阵
雨天气的结束，我省天气逐渐放
晴，接下来的几天非常适宜小麦的
收获。

10日夜间，雨有点急促地降临
泉城，为济南送来了清凉。根据省
气象台数据，6月1日以来，我省无大
范围强降雨天气，其间我省部分地
区出现了雷阵雨天气，局部有小冰
雹和7～8级阵风，导致个别地区小
麦绝产绝收。今年降水突出集中在
夏季，据省水文局统计，今年以来
我省降雨量较往年偏低，但自6月1

日进入汛期以来，降水却比去年同
期偏多136%。

而据省气象台预报，未来4天我
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为小麦收
晒创造了有利条件。据了解，除青
岛、德州等地外，全省绝大多数城
市已顺利完成过半收割任务。省气
象局专家建议充分利用有利时机
抢收晾晒，确保小麦丰产丰收。

具体天气预报如下：
11日夜间到12日白天，全省天

气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内陆地区
31℃左右，沿海地区24℃左右。

12日夜间到13日白天，全省天
气晴到少云。最高气温：内陆地区
33℃左右，沿海地区25℃左右。

13日夜间到14日白天，全省天
气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内陆地区
34℃左右，沿海地区27℃左右。

15日～16日，全省天气多云转
阴，鲁西北的东部、鲁中北部和半
岛北部地区有雷雨或阵雨。

雨过全省放晴

有利最后麦收

本报济南6月11日讯(记者 张
榕博) 记者从民政部门获悉，本周
民政部通报了山东、江苏两省风雹
灾害情况。我省滕州、沂水受灾较
为严重，26 . 3万人受灾。

据了解，6月9日到10日，江苏、
山东部分地区出现大风、冰雹、强
降雨、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引发风
雹灾害。其中，山东滕州市瞬间风
力达到10级，冰雹最大直径达4厘
米。灾害造成小麦、水稻、棉花普遍
减产，个别地块绝收。截至6月11日9

时统计，枣庄滕州市、临沂沂水县
26 . 3万人受灾，1人因雷击死亡，济
宁部分地区也受到冰雹影响；100余
间房屋倒塌，1300余间损坏；由于适
逢夏收季节，我省农作物受灾面积
18万亩，直接经济损失2 . 1亿元。

大风冰雹袭击

18万亩农田受损

青青岛岛一一农农夫夫采采茶茶时时被被毒毒蛇蛇咬咬伤伤
夏天蛇咬人事件多发，医生提醒到野外出游需留意些

杨杨贵贵妃妃钟钟爱爱的的荔荔枝枝你你可可以以吃吃到到
由“荔枝第一镇”直供本报读者，专机专车送到家门口

团团餐餐挺挺难难吃吃，，没没规规定定限限制制它它吗吗？？

本报记者 杨林

惊险一刻

毫不防备，茶农被蝮蛇咬一口
8日下午6点左右，青岛崂

山区王哥庄62岁的茶农孙某正
在茶园中采茶，左手突然传来
一阵针扎般的疼痛，孙某抬手
一看，左手食指上多了两个针
眼般的伤口。“看了伤口，觉得
应该是被土灰(蝮蛇)咬了，没
敢大意，赶紧去往医院。”

在家人的陪同下，孙某赶
往青岛市第八人民医院。就在

路上，孙某感觉左手阵阵麻
木，左手食指开始肿大，还有
一些液体从伤口流出。好在及
时赶到了医院。医生通过伤口
判断，孙某确实是被蝮蛇咬
伤，这是胶东半岛最主要的毒
蛇。急诊医生立即给孙某注射
了抗蝮蛇毒血清，随后用蛇药
片内服外敷，孙某的症状逐渐
缓解，目前已经出院。

青岛一医院

近几个月收治20余名蛇咬伤病人
“近几个月已经收治20余

例蛇咬伤的病例。”青岛市第
八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王双
德介绍。作为青岛和胶东半
岛地区唯一储备抗蛇毒血清
的医院，青岛市第八人民医
院今年接诊的蛇咬伤患者主
要集中在胶东半岛及临沂、
潍坊等周边地区。

王双德介绍，山东的毒蛇
很少，其中蝮蛇差不多是最常
见的一种，它也是一种毒性很
强的蛇。在接到的被蛇咬伤的
病例中，有的是毒蛇，也有的是
无毒蛇。有的人认为被无毒的

蛇咬伤不会有生命危险，这种
想法其实是错误的。被蛇咬伤
后，蛇本身带有的蛋白会随着
伤口进入人体循环，过敏体质
的人会因为这种异体蛋白产生
反应，甚至出现类似中毒的严
重症状。所以，无论是不是被毒
蛇咬伤，被咬的人都应立即去
医院，让专业医生检查。

按照往年规律，气温持
续在10℃以上时，蛇会大规
模出没，经过冬眠的蛇最具
攻击性。夏天人们的皮肤外
露，因而会更多出现被蛇咬
伤的情况。

特别提醒

野营要选择空旷干燥的地面

山东居民在正常的工作生
活中，被蛇咬伤的概率非常低，
但在人迹罕至的野外时，还是
要注意防范。如尽可能戴手套
穿高筒靴。在山林密集的地方，
可用木棍等拨开树枝，夜间走
路最好带手电筒等照明工具。
野外活动时还可以带一根棍
子，专门用来“打草惊蛇”，这样
蛇受到惊吓后会逃离。

露宿野外，要选择空旷干
燥的地面，不要住在石头堆或
者杂物堆附近，晚上可以在帐
篷外点火堆。蛇在雨前或雨后
初晴时经常出洞活动，这个时
候要特别注意防蛇。蛇是凉性
动物，水潭、石头、草丛是蛇喜
欢待的地方。遇到蛇的时候不
要慌张，可以跑“之”字形路线
摆脱蛇的追赶。

医生支招

被蛇咬伤后要学会自救方法

被毒蛇咬伤后，要抓紧
送医，因而被咬后要确定一
下咬你的是否毒蛇。一般人
单凭头部是否呈三角形或者
尾巴是否粗短，或者颜色是
否鲜艳来区分蛇是否有毒并
不很科学，也有的毒蛇，头部
并不呈三角形。区别有毒和
无毒蛇主要还是看是否有毒
腺、毒牙和毒液管。被蛇咬伤
后，应首先记下蛇的形态和
颜色，借此可以帮助医护人
员分辨蛇的种类，及时得到
对症治疗。

被蛇咬后该怎么办？首

先，被蛇咬伤后不要惊慌乱
跑，尽可能延缓毒素扩散。
其次，为延缓伤口蛇毒的吸
收，于近心端3- 5厘米处用
带子扎紧，其结扎松紧程度
以能阻断淋巴和静脉回流，
不妨碍动脉血流为宜。第三
是用利器把伤口切开，用清
水、茶水冲洗伤口；还可用
拔火罐吸出毒液，也可用口
吮吸，但要注意口腔内不能
有伤口和溃疡，并要及时漱
口。在做上面这些的同时，
要抓紧去有条件的医院进
行救治。

看天

齐鲁晚报
读者俱乐部

逸周末

近日，潍坊市民宿先生
递纸条称，单位经常组织活
动，会上订的团餐特别难吃，
而且经常吃出不卫生的东
西。宿先生想了解国家是否
有相关的团餐标准？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近年
来，价格低廉又实惠的团餐行
业异军突起，但是，团餐行业由
于门槛太低，企业大小不一、良
莠不齐，整个行业发展非常不
规范。不过2013年7月1日商务
部就发布过《团餐管理服务规
范》。这是我国第一份关于团餐
管理服务方面的标准。据悉，该

标准由青岛健力源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起草，对于团餐加工、盛
放、售卖、配送等均作了详细的
规定。

在食品安全方面，规范
要求团餐冷冻贮存应做到原
料、半成品和成品的严格分
开。盛装、分送集体用餐的容
器表面应标明加工单位、生
产日期及时间、保质期，必要
时标注保存条件和食用方
法。运送集体用餐的容器和
车辆应安装食品热藏和冷藏
设备，在每次配送前应进行
清洗消毒。不宜配送海鲜、凉

菜 (包括冷荤 )等易变质食
品。成品完成至食用前间隔
较长时间(超过两小时)的食
品，应当在高于60℃或低于
10℃的条件下存放。

作为标准制定企业，青岛
健力源公司负责人荐世新建
议，在与团餐供应单位建立合
同关系前，应对服务对象的要
求进行评估、确认。要查看团
餐供应单位加工地点的卫生
状况、食物存储情况、配餐资
质、配送队伍等，并且要在合
同中约定违约事宜。

本报记者 任磊磊

纸条征集令

递纸条的方式现在有三
种了，拨打96706；将纸条内
容及个人联系方式发送到邮
箱qlzhitiao@163 .com；还可以
给齐鲁晚报逸周末官方微信
(qiluyizhoumo)发信息：我要
递纸条+姓名+联系方式+纸
条内容(分红、绿、蓝哦)。如果
您的问题关注度足够高，还
可以得到百元奖金哦！现在，
选择一种您习惯的方式，一
起递纸条挣奖金过好日子！

青岛崂山区王哥庄的茶农孙某，近日在茶园干活时
被毒蛇咬伤，幸急救及时脱离危险。而几个月来，单青岛
一家医院已接收20多起被毒蛇咬伤的病例。专家提醒，
夏天是被蛇咬多发期，游客去野外需注意，一旦被蛇咬，
应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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