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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开始的雨动真格的了，全省都下
本报济南4月20日讯（记

者 王茂林） 刚过去的周日
是“谷雨”节气，“谷雨”是春作
物播种的时节。未来一周，我省
有两次降水，其中周五至周六，
将发生一次全省性的明显降水
过程，鲁东南和半岛局部可能
有大雨。

在一个降水持续偏少的春

天，未来一周我们终于有望盼来
一场明显的降水天气，它将发生
在周五至周六。从省气象台预报
来看，这次降水过程中鲁东南和
半岛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
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

除了周末的这次降水过程，
周一鲁西南、鲁中西部和鲁西北
西部地区也将有小雨或零星小

雨出现。气温方面，前期气温回
升，周末气温将下降。

未来一周具体天气预报
如下：

20日夜间到21日白天（周
一），鲁西南、鲁中的西部和鲁
西北的西部地区天气阴有小雨
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
天气多云。最低气温：内陆地区

12℃左右，沿海地区10℃左右。
21日夜间到22日白天（周

二），全省天气多云。最低气
温：内陆地区12℃左右，沿海
地区11℃左右。

22日夜间到23日夜间（周
三），全省天气多云转晴。最低
气温：内陆地区13℃左右，沿
海地区12℃左右。

24日（周四），全省天气晴
转多云。

2 5日～2 6日（周五～周
六），鲁东南和半岛地区天气
阴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
天气阴有小雨局部中雨。

27日（周日），半岛地区天
气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
天气多云。

几几口口香香椿椿芽芽，，中中年年男男子子险险丢丢命命
原来香椿是“发物”，患过荨麻疹的不能吃，“发物”如何忌口大有讲究

本报记者 崔岩

为自己的爱车投保了“全
险”，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吗？错，
这是误区。近日，济南一车主发
生追尾事故，向保险公司要求
全额理赔，却因为车改装了而
被拒赔。记者调查发现，还有很
多情况并不在车险理赔范围之
内。

撞车后才知

改装的赔不了

济南市民刘先生是位汽车
改装的发烧友，去年10月，在购
买了红色马自达轿车后，他便
迫不及待找了家汽车改装店，
给车来了个“大变身”。就在几

天前，刘先生在路上发生追尾
事故，加装的前保险杠几乎被
撞掉。在与前车走了“快处快
赔”程序后，第二天他和前车车
主相约去定损，保险公司却表
示，刘先生的车不能得到全额
理赔。

保险公司解释称，刘先生
车损部位保险杠是后来加装
的，并非出厂时的原有设备，与
行驶证登记的不一致，保险公
司对这一加装设备不予赔偿。

这种拒赔是不是个别保险
公司的规定呢？记者拨打了人
保、平安、大地和太平洋等保险
公司的车险客服电话，对方均
表示保险公司车损的赔偿只针
对车辆出厂时的原厂配置和附
属设备。

“对改装车辆，建议车主及
时增加‘新增设备险’，否则出
险时只能获得原车及附属设备
的赔偿，无法获得新增设备的
赔偿。”保险公司同时提醒车
主，改装车获得理赔还有一个
前提，即改装后的车辆需符合
安全规定，必须通过年检。

这些情况

保险公司也不赔

不少车主可能就有疑惑
了，明明买车险的时候买的是

“全险”，咋就不能获得全部赔
偿呢？

“‘全险’，绝对不等于购买
了所有险种，也不等于出险都能
获得全额赔偿。”资深保险人士

王玲表示，“全险”其实是一种不
规范的说法，一般来说，覆盖了
车损险、第三者责任险、盗抢险、
车上人员责任险这四大主险的
车险，就可以称作“全险”。

即使投保了所谓的“全
险”，在一些情况下车主也是无
法获得赔偿的。王玲介绍说，若
是车辆没有通过年审，或者驾
驶证没有验审，是无法获得理
赔的；如果车主有拉黑活等私
自变更车辆使用性质行为的，
保险公司也有权拒绝承担赔偿
责任；夏天雨水多，水深处强行
打火导致发动机损坏，这属于
驾驶员操作不当，保险公司也
不会赔偿；还有，车上的零部件
被盗，保险公司一般也不会承
担理赔责任。

茂林谈天

含酒精的食品

孕妇能吃吗

聊城读者王女士递纸条：
孕妇能吃含有食用酒精的零食
吗？

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产科
主任赵曰孝传答案：对于标注
含有酒精的零食，孕妇偶尔吃
一点是没有影响的，因为所有
含酒精的食品其含量都非常
低，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当然孕
妇也不要经常吃，毕竟酒精对
胎儿正常发育是有一定影响
的，尤其是孕早期的孕妇更要
注意。

建议广大孕妇要均衡营
养，多吃新鲜蔬菜水果，多喝
水，忌辛辣食物，补充多种维生
素，增强抵抗力。

记者 李钢

蜂王浆豆浆会使

男性女性化吗
济南读者孙先生递纸条：

蜂王浆、豆浆中是否含有雌性
激素？男人如果喝多了会不会
女性化？

济南千佛山医院营养科杜
主任传答案：蜂王浆和豆浆中
含有极少量的雌性激素。大豆
中主要含有少量的大豆异黄
酮，它属于植物雌性激素，结构
和人体内产生的雌激素相似，
当雌性激素不足时能起到类雌
激素的效果。而蜂王浆里的雌
性激素含量也是极少的，浓度
也很低，食用后可以补充体内
雌性激素的不足，因而正常食
用蜂王浆和豆浆等食物不会让
男性变得女性化，但对于因雌
性激素过量身体已出现女性特
征的，则要注意减少食用量。

记者 任磊磊
实习生 申素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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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晚报官方微信发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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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你习惯的方式，一起递纸条
挣奖金过好日子！

时下正是香椿芽大量上市的季节，许多人都爱这一

口，可让曾患过荨麻疹的济南市民老王没想到的是，就因

吃了几口香椿芽，差点要了他的老命。专家表示，这是因为

香椿芽属于“发物”，即可以引发疾病或导致宿疾发作或加

重的食物，患有荨麻疹等皮肤病的患者不宜食用。

本报记者 李钢

“当时吃了几口香椿芽，也
就15分钟，就全身起皮疹，又过
了一会儿就感觉呼吸困难。”回
忆起之前的经历，今年48岁的
老王仍然心有余悸。

就在香椿芽大量上市的时
候，老王也抑制不住吃了点香
椿芽。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吃了
之后不久，他就感到口唇麻木，
全身剧烈瘙痒，出现大量皮疹，
接着又出现流泪、流鼻涕、胸
闷、呼吸困难，随后迅速转入昏
迷状态。

幸运的是，他被及时送到

了医院，经过抢救转危为安。
“医生说这是急性荨麻疹伴过
敏性休克。”老王说，他以前就
曾患过这个病，没想到一时没
管住自己的嘴，差点丧命。

“急性荨麻疹确实比较凶
险，有时会致命。”济南市中医
医院皮肤科副主任中医师、副
教授张红旗说，类似病例时有
发生，前几天还有个20多岁的
小伙子，在地摊上吃烤牛羊肉，
过敏突发急性荨麻疹，也是呼
吸困难。对于荨麻疹来说，香椿
和牛羊肉都是“发物”，要慎吃。

对中医有些了解的人，常
常说某某食物是发物，得了某
些疾病的人不能吃，那到底什
么是“发物”呢？专家介绍，所谓

“发物”，顾名思义就是可以引
发疾病或导致宿疾发作或加重
的食物。“中医上讲，‘发物’一
般指辛辣燥热腥等一类的食
物。”张红旗说。

根据中医传统书籍记载，
“发物”的种类繁多，涉及到众
多食物，如蔬菜、野菜、肉类、蛋
类、奶类、鱼虾蟹类、菌类、水
果、坚果、酒类、调味品中都有，

至少在100种，很多是人们每天
必需的营养品，如果据此统统
忌食，势必导致机体摄入营养
的匮乏，影响正常的新陈代谢
和健康。

“‘发物’并不是大家都不
能吃了，也不是有了某种宿疾这
些‘发物’都不能吃了，而只是部
分特殊的人要慎吃或忌吃某一
类‘发物’。”张红旗介绍，发物对
过敏性疾病、出疹性疾病、皮肤
病、某些精神疾病、疮疡等都有
诱发作用，因此，这类人群要尤
其注意某些“发物”谨慎食用。

动火“发物”

如烟、酒、葱、蒜、韭菜、狗肉、羊肉、
油炸食品、卤制品等，这些食物能助热动
火、伤津劫液、发热口渴，大便秘结之人
不宜食用；

动风“发物”

如虾、蟹、鹅肉、鸡蛋、椿芽等，患有
荨麻疹、湿疹、中风等疾病者不宜食用；

助湿“发物”

如饴糖、糯米、猪肉等，具有肥甘黏
腻之性，患有湿热、黄疸、痢疾等疾病者
应忌食；

积冷“发物”

如冬瓜、四季豆、莴笋、柿子等，多具
有寒凉润利之性，脾胃虚弱者要慎食，过
食会导致胃寒冷痛，肠鸣腹泻；

动血“发物”

如白酒、胡椒、羊肉等，具有辛热入
血、动血伤络、迫血外溢之性，凡是月经
过多、皮下出血、尿血等患者，应当忌食；

滞气“发物”

如大豆、芡实、莲子、芋头、红薯等，
具有滞涩阻气、难以运化之性，腹胀、积
食者应忌食。

惊心病例 吃了香椿芽老王休克了

专家解读 过敏性疾病等要忌食“发物”

别别以以为为有有““全全险险””车车就就进进““保保险险箱箱””了了
私自改装、未审车、未审本、零件被盗等保险公司都不赔

对症忌口 “发物”分六类，影响各不同

忠言不逆耳

山
东
最
实
用
的
微
信

“不同类型的人，忌口的食物也有差异。”张红旗介绍，根据
中医理论，“发物”通常分为六大类，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
况有针对性地忌口。张红旗说，由于个体差异，忌食“发物”也是
因人而异。比如，有的人一进食某种食物可诱发或加重类风湿关
节炎的病情，而另一个人进食就可能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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