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起三天多云天气为主

我市昨连续拉响霾黄色警报

本 报

讯 （记者
丁 云 ） 昨
天， 雨水 、
霾 黄 色 警
报 结 伴 而
来，让人的

心情也变得不舒服起来。此次
小雨来扰 ，时间并不长 ，今起
三天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在
10℃以上，早晚气温较低，请注
意添衣保暖。

由于昨天白天雨量总体
来说不大 ， 霾便趁机登台亮
相 。昨天17时21分 ，市气象台
发布霾黄色预警信号，20时14
分再次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

号：“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全
市大部分地区将出现能见度小
于500米的雾，局部地区可能出
现小于200米的浓雾，提醒注意
防范。”

据昨天下午4时， 市气象
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今天阴转
多云 ，西北风3到4级 ，早晨最
低气温 :2℃到3℃，白天最高气
温 :11℃到12℃。 明天多云，早
晨最低气温 :1℃到2℃，白天最
高气温 :12℃到 13℃ 。 后天多
云， 早晨最低气温 :2℃到3℃，
白天最高气温 :11℃到12℃。从
目前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20
日多云转阴有时有小雨，21日
阴有雨。

为了努力营造 “全民知晓、人
人参与”的浓厚氛围，邗江区各地围
绕禁放规定、典型案例、安全知识设
置宣传点，在宾馆饭店、公共场所、
人员密集区域的醒目位置张贴通
告，协调商场、小区、个体等单位的
临街LED屏显示禁放宣传内容。

全面发动物业保安 、 巡防队
员、平安志愿者等社会力量1200余
人参与，深入住宅小区、商家店铺、

企业单位开展上门宣传， 发放倡议
书、告知书，签订责任书，延伸覆盖
面、力求“无死角”。

邗江区公安部门制作 “卡通警
察”禁放宣传视频，以可爱的形象、
新颖的方式将禁放宣传更生动地展
现在群众面前， 被广泛转发在各个
微信群中， 让生硬的宣传标语更加
形象生动深入群众之中。

通讯员 王玉清 记者 张玉峰

此次展览的举办地点———现
代艺术馆， 位于扬州博物馆一楼
文博体验中心北侧，也是首次对
公众开放 。作为2017年扬州文化
博览城建设完善提升项目之一 ，
现代艺术馆改造提升工程于2017
年 10月 中 旬 启 动 ，2017年 底 完
工。在春节前为观众奉上了第一
个展览 ，今后 ，扬州市民将多一
个欣赏现当代艺术的好去处。

“博物馆不仅是展示过去人
类历程见证物的殿堂 ，也是留住
当下人类活动轨迹见证物的神
圣空间。” 扬州博物馆负责人徐
忠文介绍，现代艺术馆的改造提
升工程历经两年的酝酿 ，改造的
目的就是将这里打造成古代与
现代以及未来相连接的艺术空
间 ， 更加符合博物馆事业的发
展，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对文化追求的需求。

扬州博物馆紧邻扬州美术
馆， 现代艺术馆与美术馆的定位
是否重合？扬州文化博览城建设
专家组成员、扬州博物馆特聘馆
员孙黎明解释，美术馆展示的基
本都是书画作品，而扬州博物馆
现代艺术馆里将展示世界范围内
有主题思想的雕塑 、油画等多门
类艺术，以及扬州各类“非遗”有
现代创新性的艺术作品 。“展出
的现当代艺术中 ， 如果特色鲜
明 ，而且也具有 ‘扬州元素 ’的 ，
扬州博物馆也将会收藏 ，充实馆
藏，也使扬州文脉得以延续 。”孙
黎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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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邗江区粮食局认
真贯彻落实 “三必谈 ”廉政谈
话制度。凡岗位变动必谈 ，4月
对中层党员干部进行集体廉
政约谈；凡重大事项执行前必
谈，在每次工程项目发包之前
和夏 、秋粮收购前夕 ，召集参
与人员作廉政提醒谈话 ；凡发

现异常行为必谈 ，工作过程中
如发现苗头性 、倾向性问题或
收到信访件，对当事人进行廉
政约谈 。通过谈话提醒 ，做到
早预防、早提醒，打好“廉政疫
苗 ”， 强化干部的责任意识和
服务意识。

姚正根

邗江区粮食局
坚持廉政谈话抓意识监督

国际志愿者日：我们在行动！

12月5日上午9∶00， 中国移动扬
州分公司组织员工， 联合市中心血
站开展了一场无偿献血活动， 本次
活动得到该公司志愿者们的积极响

应， 大伙踊跃报名的身影成为冬日
里的一道温暖的风景线。

在一片爱心笼罩的氛围中 ，大
家填写表格信息、体检、初筛、献血，

一切井然有序地开展着。 在献血的
过程中， 血站献血大厅内上演了一
幕幕志愿者们互帮互助的感人场
景。有的员工因身体原因无法献血，
但他们并没有自顾自离开， 而是主
动上前帮忙，充当了志愿者的角色，
帮助献血的同事拿衣服，端茶递水。
有着献血经验的老献血员在献完血
后也热心陪伴等候着正在献血的同
事， 或者为初次献血的同事鼓劲打
气， 并根据自己的经验提醒他们一
些注意事项，还不时与他们说笑，缓
解紧张的情绪，温馨、感人的氛围在
献血大厅内洋溢。

中午11∶00，献血活动圆满结束。

据统计共13位志愿者成功献血4100
毫升。 志愿者们纷纷在微信等社交
平台上晒出了自己的献血证， 那挽
起袖管的手臂和流淌着的温暖血
液，不仅仅传递了生的希望，还展现
了人与人之间无私奉献的大爱精
神，更加体现了移动人的社会担当。

据了解， 中国移动扬州分公司
从1997年开始， 每年 “世界志愿者
日”都会举办类似活动，通过志愿服
务行动，倡导博爱精神，体现社会价
值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今年 ，他们
组织的无偿献血活动不仅是人道主
义精神的崇高体现， 更是社会文明
进步的重要标志。

单位名称 人数 总量（ml）
扬州大学 220 68200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 197 60000
邗江区政府 40 13700
扬州商务高等职业学校 13 4300
扬州中瑞酒店职业学院 21 6600
中国移动扬州分公司 13 4100
扬州市平山实验中学 12 3800
广陵区汤汪乡 11 3600
维扬经济开发区 9 2900
江都区教育局 90 29200
江都区滨江新城 72 24800
江都区真武镇 57 19300
江都区保安服务公司 21 8100

武警扬州支队教导队 13 4400
仪征市真州镇 151 50000
仪征市新城镇 75 24600
仪征市铜山办事处 31 9700
仪征市城市管理局 20 7100
仪征市场监督管理局 17 5500
仪征市财政局 10 3400
高邮市临泽镇 333 106400
高邮市广电局 10 3600
建设银行高邮分行 16 5100
宝应县射阳湖镇 324 108500
宝应县■水镇 324 108400

单位名称 人数 总量（ml）

——— 扬州移动公司员工无偿献血点亮文明之光

扬州市中心血站衷心感谢以上单位对无偿献血事业的大力支持！（本次献血统计时间为2017年12月份）
【扬州市采供血信息公示】

我市12月份有3226人次参与无偿献血，累计捐献全血5164.5U，机采成分血341袋。为临床提供各类血液成
分10194.75U，其中红细胞类5531U，单采血小板363U。本月共有90人次报销血费113128元。

团体单位爱心献血一览表

邮 澄

“邮澄”有机米
香飘千万里

地址：高邮市三垛农业生态园
电话:15312826861
0514-8484400482931208

广
告

扬州供电公司明日停电检修预告（2018年1月18日）

停电日期

2018-1-18

2018-1-18
2018-1-18

预计停电时间

8：00-18：30

8：00-16：30
8：00-18：00

停电区域

10kV台山线运河一品3#变电所“3#电房2#变121”开关以下线路；
10kV台山线运河一品3#变电所“3#电房4#变122”开关以下线路
10kV嘶马线17#杆大洋船厂支线以下线路
10千伏润茂线

停电范围

运河一品小区部分用户

李典公交充电站1#、2#、3#箱变等周边地区
润熙商业有限公司、润茂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备注：1.因停电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表示深深的歉意，对您的理解与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 请广大用电客户提前做好停电准备措施，合理安排生产生
活。 2.遇有雨、雪天气或不可抗力等情况导致停电工作无法展开的，停电工作可能会取消或改期，请客户理解。

扬州博物馆现代艺术馆18日首展开幕———

方寸间尽显“邮票王国”风采
列支敦士登邮政和扬博共同设计《魅力扬州》

列支敦士登，

这个阿尔卑斯山

谷中的小国，面积

还不到扬州广陵

区的一半大，但在

邮票的设计、制作

上，却是世界首屈

一指的“大国”。18
日，《云中谁寄锦

书来———走进“邮

票王国”列支敦士

登》将在扬州博物

馆展出，这也是扬

州 博 物 馆 新 展

厅———现代艺术

馆的首场展览，于

方寸间展示列支

敦士登的文化、艺

术、民俗、美景。

列支敦士登的德文意思
是“闪亮的宝石”，它是全球第
六小的“袖珍王国”，地处瑞士
与奥地利两国之间，为世界仅
有的两个“双重内陆国”之一。
列支敦士登也被誉为“邮票王
国”， 它的邮票以其独特的构
思、广泛的题材、新颖的图案、
精湛的印刷工艺、创新的设计
理念和严谨的发行计划闻名
遐迩。

长期以来列支敦士登致
力于和中国发展友好合作关
系，其邮政先后发行了多套中
国题材的邮票：1974年列支敦
士登邮政发行中国瓷器题材
邮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
发行两枚“福娃”邮票；2010年
上海世博会期间列支敦士登
发行世界博览会题材的特种
邮票……并且，自2011年开始
发行中国生肖系列邮票，受到
广大中国集邮者的欢迎。

即将亮相扬州博物馆的

《云中谁寄锦书来———走进
“邮票王国” 列支敦士登》，不
仅将展出列支敦士登邮政耗
时两年精心制作的40幅珍贵
邮票展片，还将通过五大主题
展区“美丽的列支敦士登”“列
支名车收藏”“奇妙的邮票王
国”“列支与中国文化往来”和
“王室珍藏” 来揭开 “邮票王
国”神秘的面纱，向大家讲述
列支敦士登公国贵族义务的
传承精神，展现世界“邮票王
国”的无穷魅力。

据悉，此次展览还将展出
列支敦士登邮政和扬州博物
馆共同设计的一套个性化小
全张———《魅力扬州》，来表达
“邮票王国” 对扬州市民的真
诚问候。该小全张由扬州博物
馆镇馆之宝元代霁蓝釉白龙
纹梅瓶、唐代打马球铜镜及意
大利威尼托区送给扬州市的
铜狮雕像组成，以邮票续写东
西方友谊。

为扬设计专属邮票见证两国友谊

新展厅首开
连接古今艺术空间

本报记者 孔茜

守禁放规定
保城市安宁

邗江区全面推进烟花爆竹禁放工作———

创新 歌谣宣传禁放新规
对烟花爆竹

销售点开展“体检

式”过堂，在社区、

幼儿园创新开展

禁放宣传，“禁放

令”公布后，邗江

区全面推进烟花

爆竹禁放工作，其

中歌谣式宣传受

到群众点赞。

“新年到，真热闹，家家户
户放鞭炮 。燃放鞭炮有危险 ，
安全第一最重要 ， 小朋友们
要记牢 。你燃鞭 ，我放炮 ，空
气质量往下跳 ， 环境污染白
云跑……”日前 ，百合园东方
剑桥幼儿园一首自编“禁放烟
花爆竹”歌谣在微信朋友圈走
红 ，这是石桥社区退休 “闺蜜

团 ”用歌谣的形式 ，宣传禁放
烟花爆竹。

据悉，退休“闺蜜团”由社
区热心公益事业的党员老大
妈组成。 这种歌谣式宣传，让
孩子们认识到燃放烟花爆竹
的危害， 从而自觉不放鞭炮，
还能以点带面，辐射到每一个
家庭，再普及到社会。

邗江区对烟花爆竹销售点开展
“体检式”过堂。其中，区安监局对禁
放区域内的烟花爆竹零售点开展“拉
网式”清查、逐家登记，共摸排合法经
营单位33家，有序推进回购工作。对无
证无照、 有照无证和实际经营地址
与许可证地址不符的单位， 依法开

展分类监管。对禁放区域内的烟花爆
竹经营单位严格执行“三个一律”，即
零售企业到期一律不再新换发经营
许可证、 非法经营企业一律坚决查
处、 经营单位愿意转营关停的一律
服务支持， 力争尽早实现禁放区域
无烟花爆竹经营单位的管控目标。

有 创 意 歌谣宣传禁放新规 有 力 度 对经营单位执行“三个一律”

有 温 度 宣传内容形象生动

”

为何丈夫患 “小感冒”险
些丧命 ？刘女士很疑惑 。於江
泉解释，翟先生患的不是普通
感冒，“是流感， 病毒感染后，
患者也没有休息，而是带病上
班，引发了急性心肌炎。”

医生表示，青年人更易中
招“急性心肌炎”，那是因为年
轻人的免疫力很强，一旦感染
病毒后 ， 病毒的应激反应更
强。假如感冒后没有注意很好
休息 ，劳累过度 ，有可能受到
病毒侵犯， 诱发心肌炎发生，
严重的会有心脏衰竭甚至死
亡的后果。

“最近流感多发，我们ICU
进行了六例ECMO治疗， 都是
重度心肌炎和肺炎的患者 。”

於江泉表示，而从前几个月数
据来看， 平均使用ECMO的次
数一个月仅一次。

医生提醒，最近气温变化
大 ，人很容易感冒 。忙碌的工
作和压力 ，会使人容易疲劳 。
一旦身体出现了发烧 、 咳嗽
等不适症状 ，要注意休息 ，不
要熬夜带病上班 。 尽量多休
息 ，忌游泳 、跑步等高强度有
氧活动 ；要多喝水 、多吃维生
素C含量高的水果 ，以及富含
氨基酸的食物 ， 提高自身免
疫力 。“若出现胸闷 、气急 、心
悸 、全身乏力 、气喘等症状 ，
一定要警惕 ， 需及时到医院
检查治疗。”

苏宣 丁云

别
大
意

流感当作普通感冒引发病毒性心肌炎

一保安因“小感冒”险丧命
青年人更易中招“急性心肌炎”

江都39岁的翟先生把流感当作普通感冒，引发病毒性心
肌炎，出现多脏器衰竭，两次被下发病危通知书，差点丢了
命。经过苏北医院医护人员全力救治，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
但是肾功能还没有恢复正常，还在进一步治疗中。

A “小感冒”引发病毒性心肌炎

翟先生家住江都，是个保
安 。上个月 ，翟先生发现自己
“感冒了”， 起初也没当回事，
以为就是个小感冒。

没想到发热、 咳嗽等症状
越来越严重。“吃药也没啥效果，
我就在附近的小诊所挂水。”

“虽然感冒了 ，但我还是
坚持上班。” 翟先生说， 四天
后，诊所医生发现他咳的痰中
带有血丝，让他赶紧到江都医

院去看看。在当地医院做了CT
等检查，医生告知他其病情严
重，最好转院治疗。

“我总觉得医生大惊小
怪，小感冒为什么还要转到大
医院 ， 还给我上了呼吸机 。”
翟先生本来不想转医，但是拗
不过家人的坚持。

转院到苏北医院后，经医
生诊断，翟先生患的是病毒性
心肌炎。

B 多脏器衰竭连收两次病危书

“患者当时不能平卧，嘴
边吐出的是粉红色的痰 。”9
日 ，因病情严重 ，翟先生被转
至苏北医院 ICU进行抢救 。该
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於
江泉介绍，当时翟先生的心功
能不全 ，严重心衰 ，而且肺部
有淤血， 所以连痰都是红色。
“属于爆发性心肌炎， 病情很
严重。”住院的四五天内，翟先
生出现了心、肺、肝、肾等多脏
器衰竭。“不就是小感冒吗？怎
么就会病危了呢？” 他的妻子
刘女士连续收到两次医院的
病危通知书，她怎么也不敢相

信，年纪轻轻的丈夫一下子就
倒下了。

於江泉表示，重症心肌炎
的病死率高达70%-80%，为了
救治翟先生 ，ICU对其使用了
ECMO治疗技术 。“ECMO也称
为体外膜肺氧合，是一种应用
机械装置 ， 能够取代心肺功
能 ， 相当于人工心脏和人工
肺。” 这项技术对急性呼吸心
脏衰竭的患者非常重要，可以
为患者争取救治的时间和机
会。

经过数天的治疗，目前翟
先生生命体征已经平稳。

C 青年人更易中招“急性心肌炎”

霾
预
警

丁云观天

日前 ,邗江实验
学校组织学生和家

长开展了“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 ” 签名活
动。 左琴 海鸿 摄

参
展
邮
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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