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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牙齿健康的人来说，吃什么，
怎么吃，取决于心情；但对于缺牙的中
老年人来说，吃却变成了一件让人头疼
的事情，想吃的吃不了，想嚼的嚼不动。

为关爱我市缺牙读者，种植牙年中特
惠活动已正式启动，现场抽取10个特惠种
植牙名额。缺牙市民可拨打028-69982575，
申请特惠种牙名额及包干特价，包括进口
牙根、基台、牙冠、手术费在内。

种植牙，人类的“第三副牙齿”
以前，很多人掉了牙齿，只能选择

传统的镶牙，而传统镶牙存在不耐用、
易磨损邻牙等一些弊端。而种植牙可
弥补传统义齿的很多不足。其固位好、
稳固、牢靠，而且咀嚼效率高，一次种
植，可终身养护。牙骨条件好的，还可
当天种牙当天装牙吃东西。半口/全口
缺牙，种植 2 颗/4 颗可恢复。被称为

“人类的第三副牙齿”。
种植牙使用寿命长，世界上第一

例种植牙者 Gosta Larsson 于 1965 年
种牙，直至逝世牙齿依然完好，牙齿伴

随了他 41 年。第二例接受种植牙的，
也已经用了50年，至今还在用。

电话预约，可免费检查
缺牙市民请拨打028-69982575，

申请特惠种牙名额及包干特价。另，暑
期牙齿矫正特惠活动同步启动。针对
本报读者，提前电话预约，可免费拍片
口腔检查、免费清洗假牙、免费制定种
牙方案、免费术前洁牙！

夏季来了，也迎来雨季，老房子的
低楼层房间内更加憋闷潮湿；早起天
气还算凉爽，一些老风湿骨病患者本
想出去遛弯，可发沉的双腿却怎么也
迈不开步，刚挪几下，就听关节嘎嘎
响，更别提外出遛弯、下蹲如厕；这几
天成都迎来了高温天气，气温一跃飙
到了 34 度，即便再热，老人也不敢打
开空调，生怕凉气引起关节刺骨疼痛。
若出现此类症状的老年朋友们，可以
拨打成都商报四川名医健康热线

028-69982575进行咨询。
《全国中草药汇编卷二》提到，老

风湿骨病是风、寒、湿趁人体虚弱时入
侵，引发关节骨骼的红肿疼痛僵硬，还
会诱发风心病、肺心病、系统病变等疾
病。中医认为老风湿骨病的病因在于
五脏的亏虚，脾气虚脾湿重，气血不
足，关节肿胀；肾虚不养骨，而肾阳不
足不能温煦肢体，就给了寒邪在体内
四处撒野的机会。

关节炎、风湿、类风湿患者想要

过个惬意的夏天，好难！贴膏药很难
直达病灶，长年吃药片刺激脾胃，病
情反反复复也只是缓解一时的痛苦，
做手术动辄十多万元，真的不知如何
是好？

缓解老风湿病关节红肿疼痛僵硬
等症状，建议应先以平和补肾为主，老
年朋友可拨打成都商报四川名医健康
热线028-69982575具体了解。

关节红肿疼痛僵硬
老风湿骨病患者如何度过惬意夏季？

四川名医健康热线028-69982575提醒您：

缺牙不用等，种植牙可申请特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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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

（据成都市气象局官网）

今日 多云转阵雨 23.5℃-35.3℃
南风1-2级

明日 多云 23.6℃-33.7℃
南风1-2级

连续两天高温预警，今日，成都将
继续迎来高温，预计最高气温 35℃，
虽然午后到傍晚有分散性阵雨，但起
不到降温作用。13、14 日阳光仍有余
威，阵雨和雷雨多在午后到傍晚袭来，
14 日阵雨区主要在夜间，简阳、龙泉
等东部地区。

今日正式入伏，一直到8月21日才
会出伏。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三伏天是

“加强版”——长达40天。入伏后，高温、
高热、高湿的“桑拿天”将会频繁出现。

不过，入伏并不意味着高温持续
不下，据四川省气象台预计，有一波雨
水正在前往成都。明日开始，成都最高
气温将有所下降，14日前后将迎来雨
水，到15日气温将降至30℃。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今起入伏 后天雨水救场

昨日上午，四川著名出版人、四川
文艺出版社社长吴鸿追思会在金牛宾
馆举行。今年6月29日，吴鸿在克罗地
亚时突发疾病，不幸去世，享年53岁。

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省作协党
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侯志明，省作协副
主席、成都市作协主席、《草堂》诗刊主
编梁平，省作协副主席、《星星》诗刊主
编龚学敏，省作协副主席、《当代文坛》
主编伍立杨等众多作家以及亲朋共
400 余人赶来送别吴鸿。王蒙、贾平
凹、冯骥才、流沙河等中国文坛名家也
发来挽联唁电痛悼吴鸿。

追思会于上午10时举行，但上午
9 点，吴鸿的生前亲朋好友就陆陆续
续来到金牛宾馆。亲友们都被赠予了
一支鲜花，插在花架上，上面写着“永
世不忘的爱——桔梗花语”，寄托对吴
鸿的思念。追思厅内，大荧幕上不停回
放着吴鸿生前参加各种图书活动、和
作家们交流的照片。

在吴鸿2014年临危受命担任四川
文艺出版社社长后，和国内名家如王
蒙、冯骥才、贾平凹等合作出版书籍，
成为朋友。虽然不能赶至现场，王蒙也
发来唁电:惊悉吴鸿社长去世，致以沉
重哀悼。冯骥才在唁电中哀悼称，惊悉
吴鸿社长远行在外猝然离世，深表哀
悼，并向吴鸿舍友家人及贵社同事表
达深切的慰问；贾平凹则表示，令人震
惊而悲痛。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摄影记者 陶轲

送别吴鸿
阿来梁平到场追思

成都迎夏季用电高峰

昨日，据国网成都供电公司电力调
度控制中心数据显示，16时14分，成都
电网负荷今年首次突破千万大关，达到
1067.7万千瓦（包括天府新区、简阳），
已逼近历史最高负荷1103.9万千瓦。

据了解，为保证夏季成都电网的
安全稳定运行，在负荷高峰来临前，成
都供电公司深挖电网供电能力，如期
完成了一系列对提升电网供电能力有
较大作用的电网建设项目，并争取到
了周边地市电网支援；在生产上加强
专业设备的巡视消缺力度，消除了
700 余项各类故障缺陷。在服务上密
切跟踪电力供应情况，做好重点用户
保供电工作，灵活滚动修编错峰方案，
细化服务，确保全市电力供应。

成都商报记者 钟茜妮

7月 10日早上7：00，麻石桥附
近12个大型小区停电了。昨日，成都
市相关部门接到一则投诉：家住麻石
桥附近的一位市民不理解，为何要在
桑拿天停电检修？昨日上午，国网成
都供电公司向成都商报记者解释了
背后隐情。

热天小贴士热天小贴士

戏水 ■最好不要下河戏水
■切勿在人多的地方跳水
■水性再好，下水时也要记得带上救生设备
■一定要对自己的体能有个预估

用电 ■在高峰时段使用空调时，将温度设置为不低于26度
■若发生停电，可拨打95598进行咨询和故障报修

防暑 ■避免长期在高温烈日下暴晒，大量消耗体力
■当人体出现热射病反应后，马上脱离高温环境，进行
通风；迅速补充水分、补充电解质；立即送医不能耽误。

全省最近
多人下水遇险注意

安全

城东12个小区停了电
为何桑拿天检修？供电公司：夏天电力负荷大，增多了巡视频次，发现了一些缺陷

昨日下午3点左右，温江区寿
安镇派出所接到报警电话，金马河
大桥下有人因涨水被困。寿安镇派
出所书记赵战华带着专职消防队
员赶到现场发现，两名只穿着短裤
的男性被困在金马河桥下的浅滩
处，河水上涨，被困人员距离岸边
大概有100米左右，河水湍急。“有
一个人先下水，被冲走了。”

寿安镇派出所民警徐正华告
诉成都商报记者，因为河滩将金马
河一分为二，河道狭窄，上游水库
开闸泄洪后河道的水特别急，很危
险。因为正面距离太远，无法救援，
距离较近的都江堰一消防中队出
警，紧急调用了一台吊车，从金马
河桥上被困人员正上方实施救援。

“派了一名水性比较好的队
员，穿戴好防护装备，下桥救援。”
都江堰市江安路政府专职消防队

队长张为说，吊车先将消防队员
用安全绳吊至河滩，给他们穿戴
好防护装备后，再依次将被困人
员从桥下吊至桥面，下午5 点28
分成功实施救援，整个过程比较
顺利。

“因为上游有水库，会不定时
泄洪，是不允许下河道的。”徐正
华说，但天气一热，总有许多人贪
凉，到河滩上玩耍，经常发生被困
事件，提醒市民一定要注意安全。

和3名被困人员同行的陈先
生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他们是水电
工，都是外地的，来寿安镇两三个
月了。“（遇难人员）今年33岁，姓
肖，跟我一样都是遂宁的，同村。”
陈先生告诉记者，他已经通知了家
属。“其他两个，现在状态还好。”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寿安
镇派出所供图

金马河耍水
两人被救一人遇难

宜宾/
不到24小时10人遇险

地处岷江、金沙江、长江三江交
汇处的宜宾是座亲水城市，每年夏天
都有人在江里游泳。即使现在江水暴
涨，据海事部门保守估计，受高温影
响，10日至11日期间，冒险进入三江
洪峰游泳者多达上千人次。连续两
日，宜宾长江、金沙江段发生多起游
泳者遇险事件，所幸海事及公安民警
及时营救，十人获救。

第一起游泳者遇险事件发生在
7月10日下午。当日14时38分，宜宾
海事局翠屏工作组值班电话铃声急
促响起，指挥中心来电称：“接报警，
长江大桥水域有人落水，请立即出警
搜寻救援。”翠屏工作组海事人员迅
速反应，立即出动海巡12268艇赶往
事发水域搜救。

在搜寻过程中，执法人员通过
与报警人联系掌握具体信息，同时
发布航行警告，要求各船舶加强瞭
望、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在保证安
全的情况下积极参与救助。

下午15：16，海巡艇搜寻至菜园沱
水域发现两名求救者，处境危险。由于

遇险者所在水域处于浅水区，海巡艇
无法靠近救援，遇险人员用最后一丝
力气游向海巡艇。在大家的通力合作
下，遇险者抓住救生杆，终于得救。

据调查，遇险人员陈某、谢某，为
宜宾本地人，在长江公园下水游泳，
因遇到回水沱，水流太急，体力完全
透支，不能自救，故请求岸上群众报
警求救。

救援同时，值班室电话不断响
起。24小时内，共救起10名游泳遇险
者。

眉山/
入夏以来已有6人溺亡

7月10日，眉山市气象台发布今年
首个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大部分地方最
高气温将达35摄氏度以上，个别地方
达37摄氏度。太阳火力十足，紫外线指
数达到5级。眉山气象部门发出提醒，请
市民朋友务必注意防暑降温。尤其老、
弱、病、幼尽量避免午后高温时段的户
外活动；户外或者高温条件下的作业人
员应当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昨日，东坡警方介绍，因天气炎
热，7月9日晚8点半左右，三男子前

往眉山市东坡区松江镇岷江段旁一
个砂厂旁的水塘里野泳，期间一人溺
水，接警后，东坡警方等赶到现场组
织打捞，但截至昨日中午，该男子依
旧未打捞上来。成都商报记者了解
到，自今年入夏以来，相关部门至少
参与5次打捞，遗憾的是，这5次打捞
上来的6人均遇难。

泸州/
天热市民入院抢救

成都商报记者从西南医科大学
方面了解到，受昨日高温天气影响，
有市民患热射病入院抢救。据西南医
科大学急诊科钟主任介绍，热射病是
中暑的一种类型。“中暑分为一至四
期，其中第四期最严重，叫热射病。”
钟主任表示，如果热射病不及时救
治，将导致死亡。

据钟主任介绍，热射症的临床表
现为昏迷、循环功能障碍和多器官衰
竭。当人体出现热射病反应后，必须
立即进行救治。专家提醒：要防治热
射病的发生，就要避免长期在高温烈
日下暴晒，大量消耗体力。

成都商报记者 罗敏 王超 蒋麟

消防队员用吊车将穿戴好防护设施的被困人员
从桥下吊上桥面，实施救援

亲友安慰吴鸿家人

桑拿
天里

温江/

7月10日早上7：00，麻石桥附近12个大型小区停电了，
直至当天晚上才通电，其中金域蓝湾小区22点50分才通
电。“其实并不是突然停电，而是计划检修。涉及14条线路，
大约有12个大型居民小区停电。”负责该片区检修的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此次城东居民小区停电，是因为“计划检修”。

今年6月底，国网成都供电公司技术人员在电网迎峰
度夏专项巡查中发现，110千伏麻石桥变电站存在较严重
的安全隐患，如不及时消除，在高峰期将严重影响成都市
城东部分地区正常供电。该公司决定于7月10日早上7时
至晚上21时30分对该站进行计划停电检修。

“在正式检修之前，我们通知了小区物管和涉及单位电
力负责人员，也在微信公众号、报纸等媒体平台发布消息，小
区里，我们要求物管张贴告示告知市民。”该负责人表示，此
次停电并非“突然”，早在7月3日就已经多渠道发布消息。

7月10日19：30，龙湖·三千里等小区相继通电，金域
蓝湾小区却一直停电。21：30分之后，仍有几栋楼处于黑暗
中。原定早上7时至晚上21时30分的检修，为何个别小区
停电会超时？

“金域蓝湾小区物业借电力公司停电检修机会，对小
区自己的用电设备安排了内部检修。”该负责人称，供电部
门城北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考虑到高温天气下居民的用
电需求，供电公司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增派了检修人
员，在晚上七点半也全部完成了检修任务，主线提前两小
时送电。

19点45分左右，金域蓝湾小区物业开始对自己维护
管理的设备进行送电操作，却发现高压进线柜地刀无法拉
开，随即开始自行维修。得知这一情况后，成都供电公司城
北中心用电检查人员龚骞和刘义圣立即赶到现场。龚骞和
刘义圣指导物业电工，拆开了高压进线柜。

大约一个半小时后，接地刀闸维修完毕。电工停运了
发电机设备，在为小区15栋楼房2300余户居民送电后，物
业电工和龚骞、刘义圣这才发现，与市电接入的低压开关
柜的双头开关操作机构已烧坏，无法切换至市电，还有3
栋楼房近500户居民未送电。

城北中心负责人立即调派技术人员到场协助用户进行
维修。很快，6名抢修人员抵达现场，与物业电工一道，整体
更换了低压双头开关。22点40分，低压双头开关更换完毕，
物业电工开始送电。22点50分，整个小区全部送电完毕。

追问
小区为何要停电？

为何个别小区晚来电？

为什么在高温期间安排停电检修？
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解释，电力设施出
现故障是不可避免的，必须通过定期体
检来预防，“检修”就是对电力设施进行

“体检”。
“大多数检修都在春秋两季，夏

季一般是突发情况和不得不检修的
情况。”该负责人介绍，为了不影响居
民用电，90%左右的检修在春季和秋
季。但夏季用电高峰，电力负荷大，电
网设备在重载、过载的情况下，较平
时更容易产生缺陷，供电公司增多了
对电力设备的巡视频次，缩短了巡视
周期，及时地发现这些缺陷，“部分缺
陷若不及时处理，很可能造成影响面
更大的故障停电。”

供电公司支招，如突发停电，市
民可拨打24小时电力服务热线95598
进行咨询和故障报修。国网公司客户
服务中心将根据报修情况，下发至供
电服务指挥中心。成都供电服务指挥
中心在接到抢修任务后，3分钟内完
成抢修工单派发，抢修值班人员收到
工单后，很快就将到达现场进行故障
处置。成都公司去年开始就打造“30
分钟抢修圈”，成立“电马儿”抢修服
务队等措施，实现主城区范围30分钟
到达抢修现场。

供电公司会将相关情况通告小
区物业管理处。用户也可致电95598
服务热线查询或登录 95598 服务热
线网站查询相关停电信息。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回应
夏季用电高峰
负荷大，更容
易产生缺陷

支招
突然停电
请打这个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