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期腰背疼痛 警惕脊柱隐患

一个15岁小男孩，经常腰疼，后被

确诊为强直性脊柱炎。川大华西医院风

湿免疫科主任刘毅称，强直性脊柱炎导

致的疼痛与年轻人因为运动损伤产生

的疼痛容易混淆。 他建议，40岁以下患

者如逐渐出现腰背部疼痛和晨僵，休息

后未好转而活动后缓解，症状持续超过

3个月，需尽快就诊。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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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地灾洪水 气象台连发三道预警

因地灾预警，周末出游慎往广元、绵阳、德阳、成都、雅安、乐山、眉山、巴中等10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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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记者 王欢

●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

票全国联销 “排列

3

和排

列

5

”第

14211

期 排列

3

中

奖号码：

205

， 全国中奖注

数

1926

注，每注奖额

1000

元；排列

5

中

奖号码：

20574

，全国中奖注数

16

注，每

注奖额

10

万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云

贵川联销 “天天乐”（22选

5）第2014211期开奖结果：

02、08、04、15、11。 一等奖1

注，单注奖金16313元。●中

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3D”第

2014211期开奖结果：697， 单选15491

注，单注奖金1000元 ，组选3，0注 ，单注

奖金320元 ，组选6，56192注 ，单注奖金

160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

销“双色球”第2014090期开奖结果：红

色球号码：19、24、09、05、11、32， 蓝色球

号 码 ：13。 一 等 奖 17注 ， 单 注 奖 金

5909390元 。 二等奖201注 ， 单注奖金

96141元。滚入下期奖池资金285022119

元。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

果为准

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今日优或良

（据成都市环保局官网）

成都

今/�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暴雨

23℃～29℃ 阵风4~5级

明/�大雨转阵雨，局部暴雨

22℃～27℃ 偏北风2~3级

今日尾号限行

5� 0

成都商报讯

（

朱鸿伟 记者 李惠

）昨

日凌晨4时许，新都普降暴雨，致新都主城

区、工业东区、石板滩、万和社区等多地出

现险情。 截至昨晚，135名官兵连续奋战数

小时，成功处置多起险情，疏散300余人，救

出10余人。

“险情主要表现在道路积水等方面。”

参与救援的消防员介绍，从凌晨5时10分到8

时30分，119接警平台先后接到了27个报警

电话。其中，较为严重的有木兰镇、新都镇汉

城路、万和社区综合市场。其中，万和社区综

合市场内多家商铺被淹， 市场内涉水面积

大，积水达60厘米左右。到场后，消防员对人

员进行疏散，并利用手抬泵进行排水。

而在昨日凌晨6:44分， 成青快速通道

绕城口子有4辆车涉水遇险， 多人被困水

中。 消防员到场后发现多名群众已离开车

辆，一辆大货车因涉水较深，车内人员只能

等待救援。紧接着，消防员携救生绳索靠近

被困人员， 将大货车内两人成功解救到安

全地带。

昨天是立秋节气，虽然还处在伏天，但老

天爷还是给了成都很有“秋天style”的一天，

凌晨的一场大雨让早晨出行的人们甚至感到

了一丝微微凉意。 昨天最高气温升到28℃便

止了步，全天平均气温约为25.5℃，和过去15

年的立秋日平均气温比起来， 既不算冷也不

算热，真可算久违的惬意天气。预计大雨将在

盆地连下3天。

不过气象专家表示，虽然立秋节气已到，

但它只是预示着天气开始转凉的趋势， 现在

仍然属于夏天， 这两天的暂时凉爽只是因为

降雨，后面预计还会热上一阵。

今晨又有雷阵雨

又是一大波降雨在路上， 来势预计比前

几天更猛烈， 省气象台昨天下午连发了三个

预警信息， 提醒市民预防暴雨可能带来的各

种问题。

■

暴雨黄色预警

预计到今晚8点，绵阳、广元、德阳、成都、

眉山、雅安、乐山7市及巴中西部和阿坝州漩

映地区的部分地方有暴雨， 局部地方雨量可

达100毫米以上。市气象台也表示，降雨和雷

击从今天凌晨起光临成都， 雷雨时伴有短时

阵性大风，请加强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城

镇内涝、雷电大风等灾害。

■

地灾预警

预计到今晚8点，阿坝州、甘孜州、广元、

绵阳、德阳、成都、雅安、乐山、眉山、巴中等

10市 （区） 发生地质灾害风险的可能性较

大，其中广元、绵阳、德阳、成都、雅安、乐山、

眉山、巴中的部分地方为易发区域，请注意

预防。

■

洪水黄色预警

预计到今晚8点，新津县最大降水面降雨

量达40毫米， 上述地区的中小河流洪水风险

较高。 请当地居民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气

象灾害。

汽车最好别停在大树下

昨天凌晨，大雨和雷电一起扰人好梦，

从8月6日18时至8月7日5时20分为止，四川

省共发生雷电云地闪击7501次，其中成都市

就打了696个闪。气象专家提醒，在户外遇到

突然的雷雨时一定要注意远离雷击， 可蹲

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双脚并拢，以减少

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 不要在大树底下避

雨；不要在水体边、洼地及山顶、楼顶上停

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及接打手机；不要触

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

的接地线。

此外，商妹儿还特别提醒大家，这两天

夜晚停放爱车时， 最好停进室内停车场，不

得不停在室外时，至少要选择相对空旷的地

点，不要为了躲雨就停放在大树下，大树在

雨中发生倒伏的可能性很大，砸到爱车就得

不偿失了。

多地现险情

新都消防疏散300人

成都昨天

696个闪电

平均1分钟1个

兑彩票

览资讯

制图 吴青松

昨日新都暴雨，一辆大货车因涉水较深，消防人员正在救援

大货车内两人被成功解救到安全地带

如果你的家电非常老

旧，你将有机会免费体验新

家电。从今日起，你可以通

过 本 报 热 线 电 话

86613333-1参与报名，也

可以通过本报微信平台、

APP客户端参与报名。只要

将家里的旧家电拍张照片

通过微信发送给我们，我们

将从中选出8名幸运儿，将

他们的老家电收走并免费

为他们换上一台全新的电

视或冰箱或空调或洗衣机！

在上周的家电调查中，我们发现，在购

买家电时有超过70%的消费者最看重家电的

性能，仅有13%的消费者会把价格因素放在首

位，约10%的消费者把保修及售后作为首先考

虑的因素。

让人意外的是，有19%的消费者并不知道

家电也有保质期！高达73%的消费者还是坚守

“不烂就不换”的老习惯，认为定期更换家电

“浪费钱没必要”，对于老旧家电到底有哪些

危害，他们往往并不是特别了解。

尽管大多数消费者还存留着家电不用出

问题就不换的观念， 但还是有些消费者很注

重家电的及时更新， 上期获得本报调查三个

大奖之一的市民曹建喜先生就是其中一个。

他说， 及时换掉旧家电不仅仅会让家里更加

好看，而且更节能，也让家里更加安全。

市民蒋先生自己则是一个电器迷。“我本

来就比较喜欢电器， 在电器城经常看到一些

新奇的电器，有特别喜欢、特别适用的功能我

就会把家里的电器换了。” 他告诉记者，“比

如最开始换互联网电视前， 老婆觉得家里的

电视看起没问题没必要换。结果换了以后，她

觉得看韩剧、看美剧都比以前方便多了，还可

以在家直接看电影，画质也更好了，她非常高

兴。 花钱换个新家电就可以新鲜享受很长一

段时间，其实很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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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何春林 郭庄

美编 廖敏 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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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家电太老旧？ 我们帮你免费换！

“家电全城大升级”第二波活动重磅来袭

上周，本报开展的“家电全城大升级”有奖调查活动引起了广大市民关注，647名读者参与了

此次调查活动，本报也立刻组织了更多奖品让每位参与者都能获得奖品，并从中抽出了三个大奖。

市民曹建喜先生、龙可飞女士和曾浩先生成为此次大奖的获得者。

没有抽中大奖的读者朋友可于9日到10日（本周末）前往国美天府立交家电商城（每日早上

10:30-下午20:00)凭身份证领取您的小礼品。

电视机的电器元件都是易损元件， 超过一定时间或者超过

一定通断次数，都可能造成失效、绝缘性能下降、打火、燃烧等现

象。电视机长期工作后，灰尘、污垢会降低整机的绝缘性能和阻

燃性能，可能引发燃烧、触电等危险。

随着电器元件的老化，电视机还会发生图像不清晰、画面颤

抖等故障，辐射也会增大，既影响收视效果，又产生了安全隐患。

老化的电视机一旦受到震动、冲击、碰撞，很可能引发电线短路

或者局部过热，严重的甚至会引起显像管爆炸。

电视机

使用年限

8~10年

冰箱

使用年限

12~16年

超期服役的电冰箱制冷效果大打折扣， 保鲜和杀菌功能将

退化，可能导致食物串味、不保鲜。电冰箱压缩机老化后，不仅影

响电冰箱的工作效率，噪声也会增大。电冰箱的线路老化还会增

加触电、自燃等安全隐患，泄漏的制冷剂也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

染。此外，高龄冰箱的耗电量也大得惊人，冰箱在使用10年后的

耗电量将是最初使用时的两倍。

洗衣机

使用年限

8年

高龄洗衣机有时会出现漏水、电路短路、机身发热等问题。

尤其在高温天气下，长时间使用更容易使机身过热，增加自燃的

可能性。洗衣机内部电器元件的老化，很可能造成漏电，导致洗

衣机的外壳或洗衣桶内的水带电，使用时容易发生触电悲剧。

电热水器

使用年限

大约8年

电热水器超过使用年限后， 随着元器件的老化、 结垢的增

厚、被腐蚀面积的扩大，漏电的危险性会增加。对于贮水式电热

水器， 长期使用后加热管表面容易产生水垢， 致使热量散发不

出，进而造成加热管表面爆裂损坏，导致内胆中的水带电，增加

了触电的危险。如果是搪瓷内胆电热水器，镁棒使用时间过长可

能出现漏电。此外，在通电加热的过程中镁棒表面结出的水垢会

导致加热效果变差，延长加热时间，使用电量飙升。

微波炉

使用年限

10年

微波炉使用几年之后， 最容易老化和磨损的就是磁控管和

变压器。使用几年后的微波炉与新买的微波炉与相比，加热食物

的时间将大大延长，既降低了加热效果，又使耗电量增大。如果

是数控的微波炉，可能出现电子面板按键不灵敏或失灵的情况，

不仅影响使用，还可能出现误操作。微波炉超过使用年限后，有

时会出现炉门下垂的现象，这会增加微波泄漏的系数，对人的健

康产生不良影响。

空调

使用年限

8~10年

超过使用年限的空调会出现漏水、制冷差、不制冷等问题，

造成耗电量的大幅度增加，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电老虎。而且超

龄空调还是健康杀手。空调长时间使用后，蒸发器会发生严重氧

化， 日久天长会积聚很多污垢， 加之空调长期在密闭的空间运

行，容易污染室内环境，引发呼吸道疾病，对健康造成危害。

煤气灶

使用年限

8年

煤气灶经多年使用后，其核心部件会老化、零部件会磨损，

这不仅会影响正常的运行，而且极易引发漏气或燃烧不完全、废

气中一氧化碳超过标准等危及人身安全的事故。

成都商报记者谢颖 实习生 汪峻立

老旧家电

我们帮你免费换

参与有奖调查，三位幸运读者获大奖

实际上每一类电器都有自己的使用年

限超过年限的家电用起来后患无穷。 因为使

用老旧家电而导致的事故也屡有发生。 而且

因为使用超过年限而造成的事故电器的生产

厂家也不会对事故负有责任。

2012年11月，《家用电器安全使用年限细

则》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审批出台，细则对

彩电、冰箱等家用电器的使用寿命进行了明确规

定。而业内有关专家表示,很多电器即便没有超

过使用年限,但是用久了,也对身体健康不利。

超七成用户守着老观念 家电不烂就不换

家电都有保质期 超期服役坏处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