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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11月8日讯（记者
任磊磊） 8日，省气象局预报，预计
未来一周有一次降水过程，将出现
在12日～13日。周初气温较低，后期
气温逐渐回升。未来一周具体天气
情况如下：

9日白天，全省天气多云转晴，
早晨前后大部地区有雾或轻雾。最
低气温：半岛地区8℃左右，其他地
区3℃左右，有轻霜冻。

9日夜间到10日白天，全省天气

晴间多云。最低气温：鲁南地区4℃
左右，沿海地区6℃左右，其他地区
2℃左右，有霜冻。

10日夜间到11日白天，全省天
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鲁西北、鲁
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 4℃左右，
有轻霜冻，其他地区7℃左右。

12日～13日（周四～周五），全
省天气阴有小雨。

14日～15日（周六～周日），全
省天气多云转晴。

本报济南11月8日讯（记者 任磊
磊） 5日8时至8日14时，全省普降大雨
局部暴雨，平均降雨量32 . 8毫米，折合
水量51 . 2亿立方米。今年以来，全省平
均降雨量比历年同期偏少20 . 7%，较去
年同期偏多7 . 6%。

据省水文局监测数据显示，各市平
均降雨量前三位的分别是日照46 . 8毫

米、淄博45毫米、东营38 . 8毫米。济南降
雨量仅排在第十位为31 . 9毫米，而潍坊
降雨量最少26 . 8毫米。此次降雨过程，
全省有9个县(市、区)平均降雨量超过50
毫米。青岛胶南平均降雨量73 . 5毫米，
为全省降雨量最大地区。截止到8日14
时，今年来全省平均降雨量517 . 7毫米，
比历年同期偏少20 . 7%。

本报菏泽11月8日讯（记者
赵念东） 近日，巨野一村民穿着军
大衣骑三轮摩托时出险情，军大衣
下摆卷进三轮传动轴上，他的左胳
膊被衣物勒住而缠绕卷了进去，幸
亏得他人相救，才无大碍。消防部门
对此也提醒，冬天来了，市民穿长
衣骑车时要注意安全。

4日下午5时许，巨野县人民
法院谢集法庭的四位工作人员途
经谢集徐庄一路段时，发现一辆
三轮摩托车停在路边，一男子斜
躺在车辆一旁。“等走近才看到，
一名60岁左右的村民一条胳膊被
紧紧缠在三轮摩托车的传动轴
上。”谢集法庭庭长李占军说，当
时该村民面色惨白，十分痛苦，已
不能动弹。

由于事发地点邻近道路中
间，而两旁的来往车辆繁多，李占
军、高立新等4人一面分导过往车
辆，疏散拥堵交通，随后又钻到三
轮车下救人。此时，村民的胳膊连
同衣服被卷在传动轴上已经多
时，伤势情况不明，而如果夹得时
间太长，会很危险。

然而，由于村民的军大衣被
紧紧缠绕在传动轴上，高立新撕
扯了近20分钟也没有解开。随后，
李占军向周边村民求助。不久，在
附近田地里采摘棉花的一位老乡
在得知情况后，从家中取来了剪
刀。高立新用剪刀一点一点地将
大衣和棉袄剪开，将村民成功救
下。事后，李占军了解到，该村民
在事发当天骑三轮摩托车赶集回
来，不料外衣下摆卷进了传动轴。
幸亏摩托车因不堪大衣缠绕而熄
火，否则后果难以设想。

消防部门提醒，市民骑机动
三轮车时穿上宽大的外衣虽可以
挡风御寒，然而这也是一种非常
危险的行车行为。外衣太长下摆
不仅影响控制方向，不灵活，而且
衣服下摆卷进车轮后容易造成侧
翻甚至人员伤亡，并建议市民骑
车外出时，不要穿戴过长的衣物，
避免类似事件发生。

“纸条”是本报日子版开设的
一个固定栏目，读者有疑问可“递
纸条”，本报请有关专家作出解
答，对于关注率高的纸条我们还
将给予奖励。

目前递纸条的方式有三种
了,拨打96706；将纸条内容及个人
联系方式发送到邮箱qlzhitiao@
163 .com；还可以给齐鲁晚报逸周
末官方微信（qiluyizhoumo）发信
息:我要递纸条+姓名+联系方式+

纸条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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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递纸条

穿大衣骑三轮

胳膊卷进传动轴

“最短命的10种活法”，你听说过吗？根据国内外专家观点，虽然这10种生活方式没有“马上致命”
那么夸张，却是实实在在的减寿行为，而这些行为，我们每天都在做！小编看了一下这10种不健康的活
法，顿时惊出汗来，竟然枪枪都没躲过。随便问了几个朋友，竟没有一个能躲过一半的。

小编在吃惊之余，又仔细对照一遍发现，其实这10种不良生活习惯，几乎都是可以改变的，哪怕是
工作再忙，压力再大，最少改掉大半是没问题的，改不改关键取决于我们的认识和态度。亲，你有这些
坏习惯吗？咱们一起来改吧！关注逸周末公众微信号(qiluyizhoumo)，查看全部详细内容。点击逸周末微
信页面右上角头像，再点击“查看历史消息”，还可以看到以前发送的所有内容哦！

最短命的10种活法，我们都没幸免！

本报记者 刘志浩 李钢

为补身体猛喝鸡汤

没承想引发旧病

最近家住济南洪家楼附
近的 76岁的退休工人王华很
郁闷，本来老伴想炖老母鸡汤
给他补身子，谁知道身体没补
好，反而差点“要了命”！

7日下午，老王告诉记者，
前几天住在南部山区的一个
亲戚知道自己身体不好，尤其
冬天容易犯病，就专门带来了
两只散养的老母鸡，“说这种
鸡 炖 了 喝 汤 ，对 身 体 特 别
好。”

随后，老王的老伴就找人
把鸡宰了并炖了汤，老王一连
喝了好几天。

“喝起来倒是挺鲜美，但
后来发觉嗓子里的痰越来越
多。”王华说，有一天晚上竟然
喘得透不上气来，“要不是送
医院及时，怕是命都没了！”

后来听了一位中医大夫
的解释，王华老两口才恍然大
悟：导致老王病危的不是别
的，正是被他们认为“大补”的
老母鸡汤。

原来，老王肠胃不好，本
来有老慢支的毛病，且属于痰
湿和湿热体质的人群，根本就
不适合喝老母鸡汤进补，否则
更会加重老慢支的病情。

“谁知道他的身子不适合

喝这种汤啊！”王华的老伴懊
悔地说，都说老母鸡汤补身
子，看来以后不能乱补了。

进补不是“贵”补

合理饮食是最好养生

“补身子可以，但必须看
个人体质，不能自己想当然就
乱补。”8日上午，在省中医药
服务百姓健康行动暨中医养
生保健膏方推广活动上，对中
西医结合诊疗有着深入研究
的山东省中医院副院长薛一
涛告诉记者，滋补既要看人，
又要讲究“度”，“不然很容易

‘补’出问题来。”
据了解，老母鸡汤属于比

较厚腻的滋补食疗汤品，一些
肠胃功能较差的人很难吸收
其中的营养，此外痰湿和湿热
体质的人群尤其不适合此类
补品。

省中医肺病科主任陶凯
对记者说，现代人讲究养生，
注重营养补充是好事，但补什
么，怎么补，却要根据个人体
质，并结合医生建议而定。而
与大量进补相对应，有些日常
需要正常摄入的食物，却常常
被人们所忽视。陶凯举例说，
很多年轻人甚至上年纪的人
为了“减肥”或保持健康，很
少吃肉尤其是肥肉，这样长期
下去也是不行的。肥肉里含有
丰富的脂肪，不仅可以帮助人
体储存热能，还可提供人体所

必需的脂肪酸，身体长期缺乏
脂肪，容易出现体力不足，免
疫力下降等症状。同时，脂肪
中含有的类固醇是形成雌激
素的原料，如果脂肪过少，女
性的雌激素水平乃至整个内
分泌水平都会出现问题。

陶凯介绍，传统中医将人
体分为九种体质，阴虚体质食
宜滋润，可多食瘦猪肉、鸭肉、
绿豆、冬瓜等甘凉滋润之品，
少食羊肉、韭菜、辣椒、炒葵花
子等性温燥烈之品；阳虚体质
可多食牛肉、羊肉、韭菜、生

姜、鸡肉等；气(血)虚体质则需
少食具有耗气作用的食物，如
空心菜、生萝卜等。不同体质
有不同的进补方式。

陶凯称，随着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有些人一味追求

“贵补”，认为越贵的东西补的
效果越好，盲目吃一些所谓含
有珍贵成分的保健品。“不能
一味求全求贵。”陶凯建议，健
康人最好采用食补的方式对
身体进行调理，“靠合理饮食，
让身体进行自我调整，才是最
好的养生方式。”

老老母母鸡鸡大大补补，，却却差差点点夺夺老老人人命命
原来老人患有老慢支，专家称冬日当补需会补

本报济南11月8日讯（记者
宋磊） 为方便广大驾驶员

在高速公路上通行，近日，山东
高速集团推出两款便民APP：

“e高速”，驾驶员可以通过它实
时监控的视频图像了解路况信
息，可据此提前规划路线；“满
易行”，驾驶员可通过它准确算
出自己驾车所需的通行费，对
货车司机尤为实用。

据介绍，“e高速”是由山东
高速集团联合山东高速交警总

队、山东交通广播等推出的出
行信息服务平台。目前“e高速”
接入了省内500条路的监控，车
主可以查询实时路况信息，省
内重点高速公路G2京沪高速、
G3京台高速、G20青银高速等
97条高速公路，可实现高速路
网内监控视频全程接入，实时
向使用者提供路况视频截图，
从事故多发路段到收费站内外
广场都能一览无余。

将20吨货物，通过高速公

路从济南运到广东佛山，高速
通行费大概需要花费多少？如
何规划选择最经济实惠的高速
线路？近日由山东高速集团旗
下满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推出
的“满易行”手机客户端上线试
运行，它的推出帮驾驶员轻松解
决这两个问题。用户只要输入起
点和终点，再输入车辆参数和油
耗情况，只需5秒即可估算全程
高速通行费及油费，并可看到途
经高速收费站、路桥收费站等

的详细收费明细估算。
据满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满易行手机
客户端整合全国31个省区高速
公路通行费官方计算标准和数
据，推出“高速通行费估算”产
品，系全国首家。该款产品是专
门为货车司机量身定制，经济
实惠的线路推荐、人性化的线
路详情展示和高速通行费明
细，既方便、清晰，又解决司机
资金预算后顾之忧。

两两款款掌掌上上神神器器，，保保您您高高速速畅畅通通
“e高速”让你随时了解路况，“满易行”帮你算清咋省钱

咱得注意

一周天气

近近三三天天全全省省平平均均降降雨雨3322 .. 88毫毫米米

想知最新分
享内容，扫扫吧！

昨天是立冬，民间有冬天食补或药补的说法。专家表
示，冬日当补，但如何补，也要根据个人体质来进行，否则
不仅起不到滋补疗效，还可能引发疾病。这不，近日济南
市的王老先生在有老慢支的情况，连补两天老母鸡汤，差
点要了他的命。

咋补因人而
异，合理饮食是
最好的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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