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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2月27日讯(记
者 李军) 27日，2017中国
印度国际象棋对抗赛暨“全
国国际象棋之乡”授牌仪式
新闻发布会在聊城举行。据
了解，此次比赛将于3月4日
至10日在阿尔卡迪亚国际
温泉酒店举行，届时，将有
来自印度国家队和中国国
家队的8位顶尖国际特级大
师会战水城。

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
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中
国国际象棋协会、山东省体
育局等主办，山东省棋牌运
动管理中心、聊城市体育
局、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政
府等承办。今年，聊城东昌
府区承办的中印国际象棋
对抗赛，是首次在中国举
办，也是中国和印度国际象
棋国家队的对垒。

3月9日上午，在聊城实
验小学或东昌府区建设路
小学，将举办中外八名特级
大师与聊城市优秀棋手互
动活动。9日上午，在东昌府

区建设路小学还将举行国
际象棋大师校园行车轮表
演赛暨万副国际象棋捐赠
仪式，由聊城市体育局、东
昌府区人民政府、东昌府区
体育局、东昌府区教育局等
主办，将为百余所学校各捐
赠标准国际象棋100副，共
计万副国际象棋。

新闻发布会上，东昌府
区体育局局长战书理介绍
说，2017年2月13日，中国国
际象棋协会发出通知，授予
东昌府区“全国国际象棋之
乡”荣誉称号，这是继2012
年荣获全国全民健身先进
单位、2013年荣获全国群众
体育先进单位和2016年荣
获全国体育彩票工作先进
单位之后，再次获得的一项
国家级殊荣。

据了解，在体育、教育
等部门、各学校幼儿园以及
社会有识之士的支持配合
下，截至目前，东昌府区已
经拥有国际象棋爱好者5万
人，52所小学幼儿园实施了

国际象棋进课堂，聊城市实
验小学、建设路小学被授予

“全国国际象棋特色学校”，
聊城滨河实验学校被授予

“山东省国际象棋特色学
校”。在推广普及的同时，运
动水平不断提高，全区涌现
出棋协大师15人，后补棋协
大师20人，获得社会体育指
导员等级称号的教练员在
100人以上。

市体育局副局长赵万
里表示，近几年，聊城东昌
府区高度重视国际象棋的
发展，国际象棋的普及、推
广、培训、赛事都开展的轰
轰烈烈，卓有成效，顺利通
过评选验收，被授予“全国
国际象棋之乡”称号，这是
全国第7个被授予此项殊荣
的县区，也是山东省第一个
荣获此项殊荣的县区。

中中印印国国际际象象棋棋对对抗抗赛赛下下月月在在聊聊开开幕幕
系首次在中国举办，期间将为百余所学校捐赠万副国际象棋

本报聊城2月27日讯(记
者 李军) 千万元头奖继
续热开！2月25日，体彩大乐
透第17021期全国开出1注
头奖，单注奖金为1000万
元，花落江苏。开奖结束后，
奖池升至33 . 79亿元。

本期体彩大乐透前区
开出号码01、15、17、20、26，
后区开出号码06、08。前区
奖号较为集中分布于中部
区间，最小号码开出01；1号
段上开出号码15、17；2号段
上开出号码20、26；最大号
码开出26；3号段上的号码
继续“缺席”。近期2号段上

的号码正持续走热，3号段
上的大号已连续5期没有开
出。后区开出06、08一大一
小两个偶数号码，其中08为
此前后区最冷号码，已有19
期未露面。冷号方面，截至
目前，前后区已没有20期未
现 身 的 号 码 。奖 池 方 面 ，
33 . 79亿元滚存至2月27日
(周一)开奖的第17022期。这
一水位较上期继续上涨。

为方便市民随时随地
购买彩票，齐鲁晚报为广大
读者开设体彩“手机在线”。
值得注意的是，山东体彩

“手机在线”具有彩种全面、

安全可靠、支付兑奖便捷等
显著特点，涵盖数字彩、即
开、竞彩三大领域，提供包
括超级大乐透、排列3、排列
5、传统足彩和竞彩足球，即
开类型彩票等19种玩法的
在线业务。还没有用过“手
机在线”的小伙伴们，不妨
赶快下载一个，扫描图中的

“手机在线”二维码，下载、
注册、投注分分钟完成，随
时随地随处都能买，动动手
指中大奖，开启快乐购彩之
旅！

即日起，山东彩友朋友
们可以拿起手机，扫描齐鲁

晚报专属体彩二维码，只需
动动手指头，就可以使用经
国家财政部审批的正规手
机在线，轻松实现手机购
彩，方便快捷、简单实用，让
幸运24小时陪伴着您！

大乐透开1注头奖1000万，奖池升至33 . 79亿元

““手手机机在在线线””带带你你开开启启快快乐乐购购彩彩之之旅旅

本报聊城2月27日讯(记
者 郭庆文 通讯员 陈
卓) 2月27日凌晨4点55分
左右，在聊城市莘县朝城江
楼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一辆载有32吨柴油的槽罐
车侧翻后起火。接到报警
后，聊城消防部门赶往现场
救援，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救
援，事故处置完毕，无人员
伤亡。

“聊城莘县省道259，朝
城南边，一辆油罐车着火
了，119在现场，不知道是否
有人受伤。”27日上午，一位
目击者提供线索，从他传来
的现场视频可以看到，现场
浓烟滚滚，火势很大。

27日4时55分，山东省
聊城市公安消防支队莘县

大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
位于聊城市莘县朝城江楼
附近一辆载有柴油的槽罐
车侧翻后起火。接警后，莘
县大队立即调派武阳中队2
辆消防车14名官兵赶往现
场处置。

5点23分，武阳中队到
达现场，经过指挥员现场侦
查了解到，起火的油罐车实
载柴油3 2吨，罐体侧翻破
裂，油品全部过火，呈猛烈
燃烧态势。消防官兵立即展
开救援，一方面对现场警
戒，另一方面对火势进行控
制。

早上6点整，火势已被
控制，现场留1辆消防车继
续进行监护。8点08分，现场
无复燃迹象，留守消防车返

回。
据了解，车辆侧翻是因

为大车驾驶员疲劳驾驶躲

让对面行驶的小轿车，猛打
方向盘导致的车辆侧翻。所
幸此次事故无人员伤亡。

载载重重3322吨吨柴柴油油罐罐车车侧侧翻翻泄泄漏漏起起火火
聊城消防部门紧急救援，所幸事故无人员伤亡

本报聊城2月27日讯(记者 郭
庆文 通讯员 陈卓) 为深刻汲
取“2 . 5”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足浴
店重大火灾亡人事故教训，近日，
聊城市公安消防支队在全市开展
汗蒸、足疗、洗浴等人员密集场所
消防安全专项检查行动。目前，聊
城消防整改火灾隐患1235余处，临
时查封29家，责令“三停”5家隐患
单位。

聊城消防针对浙江台州火灾
事故曝露出的问题，认真总结归纳
出8个重点必查项目和20条隐患清
单，向全市派出所民警发放，并进
一步加大对公安派出所的培训指
导力度，针对专项行动开展一次专
题授课，解读相关检查要点。消防
部门向每个公安派出所派驻一名
监督员进行“捆绑式”检查，对全市
洗浴、汗蒸、足疗、按摩等场所逐一
排查，摸清隐患问题，督促整改到
位。

同时，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
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依法用足用
好法律手段，依法严肃查处各类消
防违法行为等。

截至目前，聊城支队共检查足
浴、汗蒸房及其他人员密集场所共
计630余家，发现并督促整改火灾
隐患1235余处，临时查封29家，责
令“三停”5家。

聊城消防临时查封

29家火灾隐患单位

节日过后，由于过度饮酒、暴饮
暴食导致的肠胃不适、恶心呕吐的
患者屡见不鲜，但是此时得更加注
意，如果恶心、呕吐的同时伴有头
疼、眼睛胀痛，这样就可能患上了青
光眼。记者了解到，聊城市光明眼科
医院青光眼科就经常会遇见这样的
患者，医院医生介绍说，经常会在接
到神经内科和消化科电话，说是患
者眼睛痛、呕吐，用了止吐药也没
用，这是就很可能患上了青光眼。

据了解，青光眼是仅次于白内
障额全球第二位致盲眼病。其特点
就是眼压升高，患者感觉眼睛胀痛、
视力下降迅速，重者伴有头痛、恶
心、呕吐，视神经慢慢损伤，从而导
致视野损害，最终失明，且这种失明
是不可恢复的，我国有约近千万的
青光眼患者，绝大多数的病人还不
知自己患有此病。聊城市光明眼科
医院青光眼科专家告诉记者，急性
闭角型青光眼发生时会伴有剧烈的
头疼、恶心和呕吐，这时候切记不可
病急乱投医，如果耽误治疗几个小
时就会视力剧烈下降、视功能损害，
所以提醒各位朋友一旦视力模糊一
定要让眼科医生进行专业诊断。

据介绍，随着科技的发展，青光
眼的治疗技术也是突飞猛进，对于
恶性青光眼，治疗方式有很多，像前
部玻璃体切割，白内障、青光眼联合
手术等；像新生血管性青光眼过去
都是摘眼球，现在可以在眼内光凝
加睫状体上皮细胞光凝；如果是晚
期发现新生血管青光眼现象，可以
采用植入青光眼阀再加上睫状体的
光凝。聊城市光明眼科医院也是
2006年至今鲁西北唯一一家开展青
光眼阀植入术治疗难治性青光眼的
医院。眼科医院建院至今每年都会
诊断和收治为数众多的青光眼患
者，并且不定期组织专家队伍走进
社区、乡镇进行义诊，努力把青光眼
的致盲率降到最低。 刘璇

恶心、呕吐并非肠胃病专利

当心患上青光眼

2017中印国际象棋对抗赛暨“全国国际象棋之乡”授牌仪
式新闻发布会在聊城举行。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消防部门在现场展开紧急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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