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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留学学，，小小心心让让体体检检表表拖拖后后腿腿

夜夜间间降降雨雨浇浇不不灭灭太太阳阳““热热情情””

本报济南8月13日讯（记者 王茂
林） 12日夜里电闪雷鸣过后的一场降
雨，让不少人睡了个凉快觉。不过降雨13

日早上基本结束，之后还是高温大太阳，
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但也
有好消息，预计18日有股冷空气要来。

省气象台预报员说，12日夜间到
13日早上，强降雨突袭鲁西北和鲁中
西北部地区。其中，从12日晚8点到13日
早8点，聊城的临清和莘县达到大暴雨
级别。13日白天，菏泽、济宁、聊城、淄博、济

南部分地区出现35℃-37℃的高温，曲阜白
天高温达到36.9℃。

省气象台8月13日下午5点继续发
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4日至16

日鲁南、鲁西北和鲁中地区的最高气
温在35℃以上，局地可达37℃。

连日来，很多人被暴晒闷蒸折磨
得没了脾气，不过高温天气不会“没完
没了”。省气象台预报员说，目前来看
18日会有股冷空气影响我省，预计持
续高温天气的局面将被打破。

市民王先生递纸条：还不到四
十岁呢就开始有白头发了，很郁闷！
不是特别多，还没到染头发的程度，
有时忍不住会想把白头发拔下来，但
老有人说白头发不能拔，拔掉一根会
长出十根，这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小编传答案：专家说拔白发与
长白发其实没有任何关系，“白头发
越拔越多”的说法没啥科学依据，不
靠谱！不过拔白头发可能会引发头
皮炎症，所以就算有白头发也最好
不要拔。如果实在觉得白头发碍眼
且白头发不是很多，可以用小剪刀
将白头发从发根处剪掉。

关于白头发增多的原因，专家
说，除了年龄与遗传因素外，生活节
奏快、工作压力大或者精神紧张、用
脑过度等，也可能导致白发增多。

此外，专家说目前没有根治白
发的“特效产品”，因此，消费者在购
买时一定要谨慎。

纸条征集令:

您生活中是不是常会被一些问
题困扰，或者常会抱怨一些事情太
琐碎 ,急于找到小窍门?您有问题 ,我
们帮忙找答案!有问题就给我们递个

“小纸条”,我们会将答案及时“传递”
到报纸上。如果您的问题关注度足
够高,还会有100元的奖励哦!

8月13日，我们刊发了济南熊女士
关于“高温天,家里空调开多少度对小
宝宝来说比较好”的纸条，不少读者打
电话说小编的答案很实用，要“扩散”
给身边的妈妈和准妈妈们。小编很感
动，感谢众位读者的支持哦！

递纸条的熊女士注意啦，因问
题关注度高，您获得了100元的奖励！
拨打96706，把您的地址告诉工作人
员。身份核对暗号是您的电话号码！

看到人家拿奖金，大家伙儿是
不是也跃跃欲试呢？那就别等了，快
来提问题、递纸条吧！拨打96706,我
们一起提问题找答案挣奖金!

天天太太热热，，蚊蚊子子被被““吓吓””跑跑了了
专家说得防蚊子10月“卷土重来”

这段时间，正是不少学生兴高采烈忙着办理出国留学的各种手续的时候，不过也有不少孩子在办理健康体检和
预防接种手续时遇到了麻烦，手续准备不齐全折腾好几趟也办不完，还有的直接因为来不及补种疫苗耽误了入学，
着实闹心啊。

纸条

“天太热，蚊子和它的小伙伴们都被热死了！”近日，有网友发帖称与往年相比，持续高温的浙江、江苏等地蚊子
少了许多。记者从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了解到，蚊子确实怕热，今年我省蚊虫密度比往年稍有下降，但专家也说
了，这可能只是暂时现象，要防止10月份蚊子“卷土重来”。

本报记者 王茂林
实习生 杨瀚森

蚊子也怕热

好去草地水面纳凉

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病媒生物防治所主任医师
景晓说，根据山东各地监测数
据分析，与去年相比，今年到
目前为止我省的蚊虫密度有
所下降，但不算显著。他说，下

降不显著可能与今年雨季以
来，我省雨量充沛，给蚊虫提供
了孳生条件，以及8月份高温持
续时间不像南方那么长有关。

“蚊虫密度确实与温度关
系密切，在35℃以上的温度，
成蚊在外环境中的活动相对
减少。”景晓说，持续的高温天
直接影响蚊子的孳生、繁殖，
而且成蚊的叮刺活动与外环
境气温变化也密切相关。

这么说来，蚊子还真是怕
热的！景晓说，高温天气里，蚊

子也爱找阴凉地儿待着，比如
栖息到草丛、水面等地方。所
以，如果你想到这些地方纳凉
的话，就更需要防蚊了。

减少或是暂时

得防蚊子10月“逆袭”

景晓说，6月到8月是蚊子
在我省活动的高峰期，到目前
为止，多数蚊子已过了活动高
峰期，因此，今年再出现“人蚊
大战”的概率大大降低。

但先别太高兴，因为我省
多见的白纹伊蚊对气温的耐
受性非常宽，不管是白天晚
上，只要在室外，都能咬人，所
以防蚊也是必须的。

“尽管最近蚊虫活动减
少，但这可能只是暂时的。”景
晓说，今年我省降雨量很充
沛，从全年、季度来看，蚊虫密
度有可能不降反升，如果8、9
月份雨水增多，我省常见的淡
色库蚊在10月份可能出现活
动高峰。

景晓提醒，以下简单可行的
常用防蚊小知识不妨仔细看看。

1 .彻底消灭蚊子的孳生和
生存环境。

2 .用过的失去药力的蚊香
药片，轻轻滴上几滴风油精，插
上电源。

3 .在室内的花盆里栽一两
株西红柿，西红柿枝叶发出的气
味会把蚊子赶走。在身上抹一些
西红柿叶的汁液也可以起到防
蚊的效果。

4 .将樟脑丸磨碎、撒在屋内
墙角。

5 .燃烧晒干后的残茶叶或
者橘子皮可以赶走蚊子。

6 .用橘红色玻璃纸或绸布套
在灯泡上，蚊子最怕橘红色光。

小贴士：

不不同同学学校校疫疫苗苗接接种种要要求求不不同同12日上午，来自菏泽的高
中毕业生张正通来到济宁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国际旅行卫
生保健中心，准备体检出国留
学，他申请的是美国德克萨斯
州的一所大学，23日开学，20
日就要出发。保健中心的工作
人员接过张正通手中的英文
体检表发现，学校要求他接种
甲肝、乙肝、麻风腮、白破等多
种疫苗。“离出发就一个多星
期了，这么多疫苗不可能完
成。”该工作人员介绍，这个学
校还要求他注射两针麻风腮
疫苗，但这种疫苗属活疫苗，
两针的间隔应该在30天。

听了工作人员的回复后，

张正通有些不知所措，接了一
个电话之后，他更加着急起来，

“在德克萨斯州留学的哥哥刚
刚给我打来电话，说是来德克
萨斯州的留学生还必须注射流
脑疫苗，学校才允许入学。”

鉴于时间紧迫，保健中心
的工作人员建议张正通先注
射流脑疫苗，然后将小时候的
预防接种记录转出，作为一
部分证据，但家住菏泽的张
正通想办完这些手续得来
回折腾好几趟。“即使这样
补 救 ，很 有 可 能 孩 子 出 国
后 ，有 些 疫 苗 还 得 重 新 接
种。”济宁国际旅行卫生保健
中心李刚医师说。

一张体检表，险绊住留学路

济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的数
据显示，约有1/3的学生就为
了这张体检表得多跑好多趟
腿，有的还因此耽误了入学和
出境。

李刚医师介绍，由于前往
的国家不同、就读学校的不同，
健康体检与预防接种的要求也
各不相同，特别是美国学校，由
于本国免疫接种体系很完善，
对留学生的预防接种状况要求
就很严格。目前约50%的国外
学校需要从小到大预防接种记
录的转出证明，这个记录就是
个人的《预防接种证》，其中接
种的项目都是国家计划免疫项
目，包括水痘、甲肝、乙肝、腮腺

炎等疫苗的注射，但不少学生
对此不了解。一旦这些在国内
完成不了，即便出了国，也有可
能需要重新完善，这对于一个
刚到新环境的学生来说，很是
麻烦。

眼下，有不少学生是自己申
请的学校，在体检方面很多问题
没搞清，或者个别留学机构也不
是很了解，对体检、接种疫苗等
的要求便会出现遗漏。对此李刚
提醒，欲留学人员一定提前搞清
所申请学校对体检和预防接种
的要求，特别是赴美留学人员，
最好提前一个月办理出入境健
康体检，留出足够的时间完成疫
苗接种，以便获取一套完整有效
的检疫证书。

半数国家需接种记录转出

轰轰鸣鸣雷雷声声，，闪闪电电1144772255次次

本报济南8月13日讯（记者
王茂林） 12日夜到13日晨的降雨
又有电闪雷鸣助阵，在省城济南，
轰鸣的雷声和明晃晃的闪电扰了
不少市民的好梦。

据山东省雷电防护技术中心
统计，本次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发
生雷电，从 1 2日 1 8时至 1 3日 9时，
共发生闪电14725次，其中聊城高
达 5 8 0 2次，占到总数的三分之一
多。

此外，在这一时段，滨州、泰
安、德州、济南、东营、淄博、潍坊等
地也有雷电发生，其中，12日晚上
济南市的雷电过程主要发生在商
河及平阴。

气象专家说，白天高温情况
下，大气底层能量高，而夜间的降
温过程有利于底层暖湿气流的上
升，当遇到高层下沉的冷空气，容
易产生强对流天气，从而产生雷
暴、大风。

本报记者 庄子帆 通讯员 王勇

非药物性防蚊也靠谱

据了解，目前省内仅青岛、济南、烟台、威海、济
宁、潍坊、日照、泰安、荣成9地有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
心，欲留学的同学可就近选择体检机构。

体检及疫苗接种需特别注意的是，如最近6周内
注射过丙种球蛋白、免疫球蛋白或其他被动免疫制剂
者和接受输血者，应推迟活疫苗免疫接种；如有过敏
或其他疾病在接种前一定要及时告知医生，以免接种
后出现其他问题。

美国院校一般情况下需接种麻风腮（MMR）、
ACYW135群流行性脑膜炎（Meningococca l）、白破
（TD）疫苗和结核菌素皮试（PPD），同时推荐接种乙肝
（HepB）、甲肝（HepA）、水痘（Varicella）等疫苗。

欲前往俄罗斯留学的同学，由于需提供“疫苗接种
或预防措施国际证书”，因此需携带6张二寸免冠证件
照、身份证或护照原件、儿童免疫接种证、俄罗斯校方
发放的疫苗表格。一般情况下俄罗斯需要入境人员提
供艾滋病检测证明，所以在留学生体检时需同时办理
该报告。推荐接种的疫苗有：甲肝（H e p A）、乙肝
（HepB）、麻风腮MMR和霍乱疫苗等。

另外，到英国留学，通常需要注射麻风腮三联疫苗，也
就是麻疹、腮腺炎和风疹联合疫苗，也有地区和学校还需
要注射百日咳、白喉和破伤风的百白破三联疫苗、流脑疫
苗等。不同学校会有不同要求。另外英国政府规定，6个月及
以上的英国签证持有人要在入境前进行肺结核病的检查。

去日本留学一般需预防接种百白破、麻风腮、流脑
和水痘疫苗等，但有的学校不强制。

另外，记者从山东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获悉，为防止
学生多跑腿，保健中心在网站挂
出了咨询电话，学生可提前一两
个月咨询，准备材料。如果学生去
有流行病的国家留学，一般会强
制学生接种此流行病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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