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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港城城高高调调入入伏伏，，开开启启““桑桑拿拿””模模式式
自18日开始，将迎入夏最大规模高温高湿天气，最高温达36℃以上

“冬病夏治”

三伏贴开贴啦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宋佳)

又到一年入伏时，冬病夏治“三
伏贴”开始啦！记者了解到，今年烟
台市中医院不开展该项治疗，毓璜
顶医院康复医学科开展“三伏贴”
治疗。

“冬病夏治”是指在夏季最炎
热的时间(也即人体阳气最盛的时
间)，治疗好发于冬季或于冬季加
重的病变，这样往往能收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

对于“三伏贴”需贴多长时间，
毓璜顶医院康复中心副主任医师
宋世庆表示，年龄不同，贴敷时间
不同，应按年龄逐渐加长，但也要
注意，并非贴的时间越长越好。

“比如6岁以下的宝宝贴药时
间为2-4小时。”宋世庆说，具体贴
敷时间根据宝宝皮肤反应而定，宝
宝如感觉贴药处有明显不适，家长
可自行取下。

“冬病夏治”选择时间也非常
重要。专家提醒说，为了使冬病夏
治能够更好地发挥疗效，患者一定
要记住贴三伏贴的准确时间：第一
贴是在7月18日；第二贴是在7月28

日；第三贴是在8月7日；第四贴是
加强贴，在8月18日。

另外，宋世庆建议，不要在网
上购买“三伏贴”，要到正规医院，
在医生的指导下贴敷。

农作物需水量增大

本报7月17日讯 (记者 李静
实习生 崔潇 ) 马上进入伏

天，近段时间降水量仍然偏少，这
可苦了农田里的作物。记者采访中
了解到，部分农作物出现卷叶、发
蔫的状况。

记者从农业部门了解到，当
前，烟台在田主要农作物中春玉米
即将抽雄、套种玉米处于小喇叭口
期前后，夏直播玉米处于苗期，花
生处于开花下针期，是生物产量和
经济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生
育进程中的需水高峰期。

工作人员分析，入伏后，农作
物的需水量增大，如果旱情进一步
加剧，会导致花生结果数下降、玉
米穗分化受影响，从而造成严重减
产。

农业专家建议，夏播地块，土
壤失墒严重，农民应抓紧浇水保
苗。同时，对于已经出苗的玉米等
秋作物，要尽快查苗、补苗。花生田
浇水既要把握浇水时机，切忌大水
漫灌。此外，农民应加大对病虫害
的防治，注意收看收听天气预报，
科学应对暴雨、冰雹等灾害性天
气，尽量减轻灾害损失。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孙
健 ) 7月18日是入伏第一天，
烟台的夏天也终于在入伏这天
显示出高温威力，自18日开始，
烟台将迎来入夏以来最大规模
的高温高湿桑拿天气，35℃以
上的高温成了家常便饭。

三伏是指一年中最热的一
段时期，这段时期被人为分成
了三个时段，即头伏、中伏和末
伏，三伏属于二十四节气以外
的杂节令。

“夏至以后，每天地面吸收
的热量比散发的多，到三伏期
间，地面散发的热量达到最多
的时期，天气也就最热了。”气

象专家吴树功介绍说，从气候
上理解，7月中旬到8月中旬是
平均气温最高的时期，论节气

“三伏”是在小暑到处暑之间。
今年的伏期为40天，中伏

20天。吴树功解释，三伏的早晚
及长短完全是一种历法现象，
不能用来预测实际的暑热程
度。

据介绍，烟台主汛期在7、8

月份，与伏期大体吻合，谚语有
云“淋伏头晒伏尾”一说，意思
是入伏前后多阴雨天气，出伏
以后晴天便多了，这种雨热同
季的气候十分有利于农业生
产。但今年的汛期迟迟未到，入

伏的“见面礼”不会是久盼的甘
霖，毒辣的大太阳仍将持续多
日。

记者从烟台气象部门了解
到，18日烟台天气不稳定，局部
有时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
温沿海32℃，内陆35℃；18日以
后的三四天内，35℃以上的高
温会成为天气主导，19日、20日
的最高气温都将达到36℃以上
甚至更高。据悉，高温天气主要
是因为大陆暖高压加进促使副
热带高压跨步北跳，在副热带
高气压带的控制下，烟台将出
现大范围的高温高湿天气，也
就是“桑拿天”。

“桑拿天”并不是一个气象
专有名词，它是个通俗说法。一
般说的是气温高、相对湿度高
的闷热天气，就像蒸桑拿一样，
又湿又热。

另外，在伏天内有“三天
不下一小旱，五天不下一大
旱”的说法，虽略显夸张，但严
重的伏旱确实会形成气候灾
害。今年入夏至今降水很少，
农业旱情已见危害。根据预
测，高温高湿的桑拿模式将持
续到22日，23日以后烟台全市
范围内将出现几次较大规模
的降水过程，对于缓解旱情和
暑气都有帮助。

暑暑热热难难耐耐，，高高温温消消费费花花样样多多
本报记者 齐金钊 李凝

伴随着高温天气的，自然还有因为暑热带来的各方面的消费。喝散啤、游泳、避暑旅行等，让
港城的夏天热闹不已。

烟台人一天喝掉28万杯散啤

“今年天气太热了，不喝
杯散啤都快吃不下去饭了。”
炎热的天气里，喝一杯散啤对
很多烟台市民来说是一种莫
大的享受。

“今年天气热得比较早，
散啤的销量也提前上来了。”

烟台啤酒青岛朝日有限公司
的工作人员介绍，以往得等到
8月份后散啤才能大量进入市
场，而今年进入7月份后，散啤
销量一路攀升，现在每天的销
量已经达到了140吨左右，如果
换算成一斤装的散啤杯的话，

烟台人一天就要“干掉”28万
杯散啤。

除了散啤热销，药店里
的 消 暑 药 品 也 受 到 市 民 青
睐，像金银花露和藿香正气
水等，很多市民都是整盒整
箱地买。

孩子白天游，大人晚上游

火热的夏天里，游泳馆是
很多市民消暑纳凉的不二选
择。17日上午，记者在西南河
游泳馆看到，很多小朋友在家
长带领下到游泳馆里学游泳。

“外面这么热，孩子在家

里待不住，不如来游泳馆里
玩，既凉快又能学技能。”家长
刘女士说，除了孩子学游泳，
自己晚上也经常来游泳馆里
泡上一会儿。

“除了有四五百名学生在

这里学游泳，每天还有近百名
市民过来。”游泳馆的一位工
作人员说，现在游泳馆白天时
间已经不对市民开放了，只留
给学生训练，市民要想游泳，
得等到晚上。

游客纷纷来烟避暑

天气炎热，不少外地和本地
的市民都想找个凉快的地方避
避暑，从7月开始，烟台旅游市场
迎来了旅游高峰。

烟台妇女国际旅行社经理孙
晓颖告诉记者，每天都要接待大
量从外地来的游客和本地的游
客，外地游客中主要以亲子团、海
滨游为主。

本地游客也向往有山有水
的胜地躲避炎夏。孙晓颖说，7月
上半月他们已经打响了避暑游
第一枪，短短15的工夫，他们就
送出了上千的本地游客外出旅
行。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王
永军 通讯员 王克明 ) 烟
台第五届青岛啤酒节7月18日
将再次和广大烟台市民在工人
文化宫见面。据悉，此次啤酒
节，除了多种青岛啤酒和多款
美食外，还将增加欧式大门、微
信趣味互动抽奖和主题拍照墙
等多项活动，啤酒节的传统经
典项目酒王争霸赛也将如期上

演。
烟台第五届青岛啤酒节由

烟台市旅游局、青岛啤酒股份
有限公司主办，青岛森之林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7月18日
开幕式时间为晚上7：30，届时
将有精彩的明星演艺节目供大
家观赏。本次啤酒节将一直持
续到8月3日。

青岛啤酒山东省区副总经

理郭新章告诉记者，啤酒节的
日常活动主要由四个部分组
成：青岛啤酒和烟台啤酒形象
展示、音乐盛宴、啤酒美食和创
意互动。据悉，酒王争霸赛烟台
地区总冠军将获得东南菱致
V5汽车一辆。

今年啤酒节演出有哪些新
的看点呢？记者了解到，啤酒节
现场每天晚上都会推出一位强

档演艺嘉宾助阵，为现场顾客
呈现别样的“音乐盛宴”，彻底
满足顾客的视听享受。每周一
到周三都有音乐主题日，如周
一流行时尚风，周二是经典岁
月，周三是当地特色之夜，周四
到周六都有摇滚狂欢夜，还有
周日的化妆舞会，让广大市民
和游客在这里尽情放松，尽情
休闲。

烟烟台台第第五五届届青青岛岛啤啤酒酒节节今今晚晚开开幕幕
酒王争霸赛如期上演，还有轿车大奖等你来

散啤篇 旅游篇

17日晚，幸
福中路附近一
家烧烤摊，几名
食客手持散啤
杯开怀畅饮。暑
热难耐，散啤无
疑成为街头最
受欢迎的解暑
饮品。 本报记
者 吕奇 摄

游泳馆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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