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调凉席等开始走俏，冰糕冷饮卖得火，饭店外卖翻番

热浪滚啊滚，这些生意赚呀赚
本报记者 董梦婕 张园园

电力负荷大幅增加

首保正常生活用电

本报菏泽6月27日讯 (记者
李贺 通讯员 张福印) 27日，
菏泽再次迎来了高温天气，一些市
民担心，随着夏季用电高峰的到
来，今年会不会有电不够用，拉闸
限电状况的发生。记者从菏泽市供
电公司了解到，今年的夏季用电高
峰负荷将比去年同期增加15 . 56%，
不容乐观。不过供电部门制定了相
应的对策，通过“先预警、再错峰、
后避峰、最后限电、确保不拉路”，
保证居民的正常生活用电。

“天这么热啊，我家的空调一
天都没有停过。”家住黄口社区的
市民张女士说，这两天天气逐渐变
热，家里的空调、电风扇也都启用
了，以往夏季用电高峰时会出现电
压低的状况，有时会停电，今年不
知道还会不会这样？面对市民的担
心，菏泽市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根据往年夏季用电高峰时的
电力负荷情况，结合今年全市电力
负荷大幅度增加等现状，公司预
测，今年菏泽市夏季用电高峰负荷
将比去年同期增加15 . 56%。

“拉闸限电这种情况一般不会
发生，我们首先就是要保证居民生
活用电不受影响。”工作人员介绍，
菏泽供电公司按照“先预警、再错
峰、后避峰、最后限电、确保不拉
路”的原则，制定了四级有序用电
方案，该方案共涉及到1750户企
事业单位，计划执行的有九套子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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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青少年近视眼越
来越多，很多家长发现孩子
近视后，都急着为孩子配眼
镜，殊不知，孩子视力下降的
原因有许多种，有时并不一
定是由近视引起的。

菏泽爱尔眼科医院曹素
燕主任建议：孩子一旦出现
近视，家长们不必急着去配
眼镜，必须去专业眼科机构
了解孩子发生视力不良的原
因，然后再根据病因进行治
疗，或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
科学地配镜。

调查发现，目前青少年
近视发病率已经超过40%，约
一半的人存在视力矫正不良
问题。这些近视的青少年中，

有相当的人在不知情的情况
下错误地配戴了眼镜。由于
一些眼底病变也可能表现为
视力下降，因此孩子配镜前
一定要经过专业的检查，排
除假性近视、弱视、斜视等问
题。
视力问题分清先天和后天

学龄前的儿童视力如低
于0 . 7-0 . 8，大部分为先天性
眼病所造成。这些孩子必须
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充分
的散瞳验光，配戴合适的眼
镜，再进行必要的治疗。

青少年学生，原来视力
正常，随着用眼时间过长，用
眼卫生不注意，逐渐出现视
力下降的，一般为近视，或近

视散光。如果视力低于0 . 5，度
数在-1 . 5D以上，或上课时已
看不清黑板，影响学习的，必
须配戴一副适度的眼镜，而
且必须每半年复查一次，及
时调整眼镜的度数。
眼镜应如何配戴？

眼镜一旦验配，应当如
何配戴呢？菏泽爱尔眼科医
院院长张晓山表示，对于300

度以下的近视眼一般可以在
上课或看远时戴，看近或做
作业时可以不戴。如果已超
过300度，看近时已不能保持
正常的读写姿势时，那么看
远近都必须戴上眼镜，或配
戴一副渐变多焦镜来减轻眼
睛的用眼负担，从而尽可能

地减少度数的增加。总的原
则就是以眼睛视物清晰、不
感到疲劳为准。
近视发展，MCT有效控制

孩子一旦近视，家长们
都特别担心，看着孩子逐年
加深的度数，更是一筹莫展。
有没有一种眼镜能控制孩子
近视的发展呢？目前菏泽爱
尔眼科医院有一种新技术，
可以帮助孩子解决近视困
扰。这种新技术叫角膜塑形
镜，可以在晚上配戴，而白天
无需配戴即可获得清晰正常
视力。

MCT只需在睡梦中配戴
8小时，白天无需戴眼镜，学
习、工作、生活和运动都不再

受近视影响。这种技术适用
于不想戴框架眼镜和不愿戴
普通隐形眼镜，也不想或不
能做手术的近视眼患者；想
在日间获得清晰地裸眼视力
的患者。

据了解，角膜塑形镜技
术应用已经有10余年历史，
是国际上和国内均公认的目
前控制近视发展唯一有效方
法。角膜塑形镜主要有两种
功效：一是通过夜间配戴，即
能达到白天拥有1 . 0的清晰裸
眼视力，减少戴眼镜的诸多
不便;二是能有效地遏制近视
的快速加深，国内外的研究
数据均显示，配戴角膜塑形
镜年均近视度数增长低于普

通框架眼镜的1/2以上。
据悉，菏泽爱尔眼科医

院作为全市首个青少年近视
防控基地，引入全球倡导的
医学验光配镜理念，与世界
同步采用五级医学验光技
术，由专业的眼视光医师，通
过严谨规范的医学验光流
程，使用国际先进的验光仪
器设备，进行专业的医学验
光、配镜，同时开展专业近视
眼防治、各类弱视、斜视患者
诊疗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
有关青少年近视问题请拨打
热线电话：0530—2070888/
4007—008—009，也可以登录
网站www.eye0530 .com详细了
解。 (齐记)

暑假来临孩子切勿盲目配镜

全国知名一对一个性
化中小学辅导机构天材教
育的资深教研组,特针对暑
期来临各阶段中小学生的
学习、性格、阶段特点，整合
研究出一整套暑期系列课
程并配有优质夏令营活动，
希望为各地中小学生奉献
一个最精彩，最有意义的暑
假生活。

套餐一：针对小学生，特
邀省市一线在职名师结合小

学生学习特点量身打造暑期
衔接精品学习课程。奥数讲
解，作文高分点拨，倾情打造
精彩户外拓展活动，给小学
生一个充满挑战，成长机会
的暑假。

套餐二：针对中学生，结
合学生特点贴身打造个性化
暑期衔接精品学习课程。暑
期夏令营，赏夏日风情，品夏
日清凉，更有多条线旅游路
线集优选择。天材名师公益

大讲堂，暑期倾情开讲。
套餐三：针对毕业班，

2014中高考应试能力测试，
抢定全年精品计划。专门推
出暑期名校游，百年名校寻
访，见证名校风采，感受历史
文化底蕴、浓郁的大学氛围
和旖旎的名校风光。

学的最好，玩的最嗨，花
的最少。超长暑期，就来天材
一对一。
咨询热线：0531—87078001

“夏”学期，一路领先

★菏泽市邮政局报刊零售分局于1999年7月20日办理的营业执照
副本（注册号：371700119014821）丢失，声明作废。

★ 车 牌 号 为 鲁 R 3 3 0 3 8 车 上 的 车 用 气 瓶使用 登 记 证 ( 号 ：
QP011F00720，该车的气瓶证上的气瓶编号：12941062)丢失，声明作
废。

遗失

声明

被保险人 车牌号 出险时间
巨野东红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鲁RD2855 2010-06-17

孙付东 鲁R22915 2010-12-30
李伟 鲁RA1105 2011-02-13
孙付东 鲁R22915 2010-12-30
郝正广 鲁RH6277 2010-10-11

以下案件均已超两年诉讼时效，至今未来我司办理索赔手续，根据保险法规定，我司拟
将上述案件注销，特此公告。

公 告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菏泽中心支公司
2013-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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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版电话：0530-6088755
请交易双方妥善验证双方证件，本栏目广，告

不作为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

27日下午，在菏泽城区某品
牌空调专卖店，四五名市民将一
名销售人员围住。“这个型号的
空调制冷速度快吗？”“什么时候
能安装呀？”……

“跟前一阵子相比，忙多了，
一个人有时得接待好几位顾客。”
销售员李女士告诉记者，随着高
温天的到来，店里的空调也开始
卖得火了，“现在开单交钱，最快
也得到三天以后才能装上。”

张女士进店后直奔收款处而
去。“前几天我们家买了一台，这

次是领着我大哥来买的。”张女士
说，因为买一样型号的，所以也就
没多询问，就想着早点定下来，

“天太热，早装上早用。”
银座电器菏泽店经理江涛

说，这几天天气渐热，商场空调
销量明显增加。“来买家电的10
个人里有6个人是买空调的，一
天能卖出近50台。”三联家电的
相关工作人员也称，尽管与往年
同期相比，空调销量一般，但与
节能补贴到期后那段时间相比，
空调销量有明显增加。

来买家电的10人中6个是买空调的

天热，能够带来凉意的

空调、凉席等开始走俏；为了

降温，市民“一天得吃三四块

雪糕”，冰糕冷饮销量与气温

同步上升；而高温更是将不

少“懒人”赶出厨房，饭店订

单翻番。

“这孩子每天都要钱买冰
镇饮料喝，干脆我批发一箱雪
碧，这么一来孩子每天上学不
喊着要零花钱了。”家住牡丹区
的周女士说，上初一的儿子最
近晒黑了不少，为了防暑，从进
入6月以来，每天非得带冰镇饮
料上学。

27日中午，记者在菏泽市
第五小学看到，学校周围的饮
料摊点人气最高，很多学生手

中都拿着雪糕、饮料解渴。“孩
子在家吃雪糕更厉害，周末一
天就吃三四块，每次都得批发
二三十元的雪糕，塞满冷冻室
的两个抽屉。”一位送孩子上学
的家长李先生告诉记者。

“今天天热，仅矿泉水这一
样就卖了几十瓶。”曹州路一街
边超市老板说，这种情况并不
多见，“以前的时候一天也就卖
上几瓶、十几瓶”。

出汗厉害，矿泉水一天就卖几十瓶

“这么热天懒得做饭，特别
是中午，饭做好后人像刚蒸了桑
拿。”家住牡丹区的赵女士刚结

婚一年，最近连续的高温天让她
很无奈，为了尽可能避免进厨
房，叫外卖成了解决小两口伙食

“懒人”不愿进厨房，饭店外卖忙

问题的好渠道。
记者调查发现，连日的高

温天让不少“宅一族”愈发懒
了，，很多提供外卖服务的餐馆
着实火了一把，订单量翻番增
长，其中一些居民区周边的小
餐馆因懒人们深受益。

27日中午，记者在牡丹北

路一家四川饭馆内看到，虽然
店内吃饭的市民不多，但服务
员却忙进忙出地送外卖。

据该店老板介绍，外卖订
单主要集中在中午，“以前每天
也就能接几单，现在有时一天
能接二十多单，我们店送餐的
服务员不得不又增加了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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