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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 盘踞”申城多日的晴

好天气终于要暂停了，本周阴雨将成

为天气舞台的主角，今起五天申城降

水将明显增多，世界杯期间一瓶啤酒

几串烧烤在大排档看球的惬意日子

要“ 中场休息”哟！

昨天，申城位于弱高压后部，天

空中的云系明显增多，为多云到阴的

天气。由于没有阳光直射，中心城区

徐家汇最高气温止步于30.2!，比周

六的33.6!回落了3!多；区县中，青

浦、松江、闵行都在31 -32!之间，其

余区县最高气温都在27-30!之间。

气象部门表示，随着副热带高压

加强西伸，西南暖湿气流明显北抬，

本周开始申城降水将明显增多。其

中，今天至明天，受切变线和雨带影

响，将有一次较明显的降雨过程。需

要注意的是，今天白天本市还阴到多

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但傍晚到

夜里雨势将明显起来，因此，市民早

晨出门时最好带好雨具，尤其是晚归

的市民。气温方面，随着今日风力有

所增大，偏东风4-5级，本市最高气温

将进一步回落至27!左右。

1 8-1 9日，随着雨带南落到江南

中南部，申城将以阴或多云天气为

主。气象专家表示，未来4-5天本市

气 温 变 化 较 平 稳 ， 最 高 气 温 在

25-29! 之 间 ， 最 低 气 温 维 持 在

22-23!。目前巴西世界杯激战正

酣，不少球迷为了感受氛围干脆到酒

吧熬夜看球，由于凌晨时分气温相对

较低，球迷看球时最好不要喝太冰的

饮料，同时早晚出行时最好备件薄外

套，而随着雨水的增多，室外看球也

需暂停一段时间。

本周雨水增多，是不是意味着

申城要入梅了？对此，气象专家表

示，虽然本周天气形势开始调整，但

1 7 日夜间至1 9日会有一个雨水间

歇，因此目前暂时还是没有宣布入梅

的迹象。

雨水天气“ 全力进攻”
室外看球“ 中场休息”
今起5天申城降水增多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本报讯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上周

五凌晨开打，39岁的铁杆球迷周先生

决定好好享受这一盛宴。不料才熬了

三个晚上，原本身体不错的周先生在

昨天凌晨突然中风被送进了医院。

昨日凌晨3时左右，一脸精神的39

岁的周先生刚在沙发前坐好，开始观

看球赛。球赛还没开始很久，周先生却

突然“ 咚”的一声倒下，家人怎么叫也

叫不醒。幸运的是，他很快被家人紧急

送至第十人民医院，经抢救及时脱险。

“ 患者才39岁，据家人说他平时

身体很好，所以谁也没想到会中风。”

第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的王珂博士

和神经内科、急诊科的其他医生一

起，对周先生进行了紧急抢救。据介

绍，周先生刚送进医院时，人已经处

于昏迷状态，手脚还在不停地乱动。

“ 经诊断，周先生由于脑出血引

发的中风。”王珂告诉记者，周先生之

前就可能已患有高血压，但是自己并

没有发现。如果可能早点干预，完全

可以避免这一次的中风。

目前，周先生已脱离生命危险，

正住院接受药物治疗。和大多患者一

样，对于周先生而言，中风之后，身体

功能的康复是个漫长的过程。

此外，也是在前天下午，温州一

位50多的球迷熬夜看球后，驾驶一辆

满载5人的越野车外出。越野车在隧

道内与一辆大巴迎面相撞，其中4人

当场死亡，另一人被送往医院急救，

但仍然未能挽回性命。第十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高亮主任接到温州瑞安当

地医院的求援电话后，立即赶往当地

医院进行救治。

高亮说，往年世界杯期间，许多

人咨询“ 睡不着觉”、“ 驾车和工作时

精神不集中”等身体现象，部分门诊

病人有神经功能失调等症状。究其原

因，大都与熬夜观看世界杯有关。

跟很多疾病一样，看球中风的患

者也出现年轻化的趋势。原因其实很

简单———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

强度的工作压力，长期大鱼大肉、抽

烟喝酒以及缺乏运动等不良生活状

态，导致人体血液过稠、血压过高而

引起中风。“ 即使是那些年轻的球迷，

也不能过度消耗体力，去看球赛，有

时候引起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专家提醒]
两大类人勿熬夜看球

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性疾病

的患者；有心脏病、特别是有过心梗

的老年人，不能长时间熬夜看球。

此外，如果出现精力明显减退；

血压波动异常，血糖血脂异常；有阵

发性或突发性瞬间头昏、眩晕、心慌、

胸闷、手脚麻木、言语不清症状即可

能出现小中风；抵抗力下降，经常感

冒等，应及时调整看球时间和心态。

出现中风症状要侧卧
全球每六秒就有一人中风，中国

每年有150万-200万新发中风病人。

目前，治疗中风最为有效的方法

仍然是超早期的血管再通治疗，血管

开通越早救治成功率就越高。6个小

时内抢救最好，所以初步判断为脑中

风后要及时打120。

高亮主任提醒，初步判断为中风

后应该使病人侧卧，不要轻易搬动。

稍微垫高病人头肩部，使他的头部偏

向一侧，防止痰液或呕吐物回流堵塞

气管造成窒息。

□有选择地观看球赛，提前做好

功课，张驰有度。
□自觉做到“ 喝酒不开车，开车

不喝酒”，观赛时段尽量少喝啤酒，由

于个人身体情况不同，不少人一觉睡

醒，还能测出酒精含量。
□建议看球的上班族，乘坐地铁

等公共交通出行；从事公交、出租、长

途客运的专业运输单位驾驶员合理

安排休息和观赛时间，熬夜观赛睡眠

不足时，请不要勉强驾车。

青年报记者 马鈜

清末民初的中国

本报讯 记者 刘晶晶 黄浦江畔

的上海焚烧鸦片的场景、五四运动学

生群情激动上街游行、孙中山逝世后

举办葬礼由马车运送的灵柩⋯⋯美

国著名社会学家、摄影家西德尼·甘

博于上世纪晚清末年民国初期四次

造访中国，所拍摄的1 30余幅见证中

国社会发展进程和历史的珍贵照片

近日在上海市档案馆开展。据悉，展

览向社会免费开放至8月底。

高中学业水平考
高一、高二科目开考

本报讯 记者 刘晶晶 201 4年上

海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高一、高

二科目考试6月1 5日、27日、28日、29

日、30日进行。全市有1 0.8万余名高

一、高二考生参加。考试院提醒考生，

考生必须凭电子学生证和考试通知

单进入考场。笔试考试迟到1 5分钟

者，不得进入考点考试。

考试时间安排:

6月1 5日8:00开考（ 各科目测试

时间均为1 5分钟） 高二物理技能操

作测试、化学技能操作测试、生命科

学技能操作测试

6月27日9:00—1 0:30高二物理

1 3:30—1 5:00高二化学

6月28日9:00—1 0:30高二历史

1 3:30—1 5:00高二生命科学

6月29日8:00开考，1 2:40开考高

一信息科技

6月30日9:00—1 0:30高一地理

6月26日可查高考成绩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201 4年高

考评卷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青年报

记者了解到，根据初步安排，考试成

绩将于6月26日20：00起查询，成绩复

核工作继续采用网上申请方式，考生

如对考试成绩有疑义，可于6月28日

9：00至29日1 6：00登录“ 上海招考热

线”登记申请成绩复核，6月30日9：00

起可登录同一网站查询成绩复核结

果。随即录取工作开始，预计将于8月

1 2日结束。

录取日程如下：
7月1 日 北大和清华零志愿录取

7月3日-9日 本科提前批（ 含1

所公安高职专科院校）和艺术、体育

类本科录取

7月1 0日 地方农村专项计划录取

7月1 1 日-1 9日 第一批本科录取

7月20日-28日 第二批本科录取

7月29日 高职（ 专科）志愿填报

网上咨询

7月30日-8月1 日 考 生 第 二 次

填报志愿（ 填报除1 所公安专科学校

以外的全部高职专科志愿）

8月3日 公布高职（ 专科）批最

低录取控制分数线

8月4日-1 2日 高职（ 专科）录取

声色

警惕！熬夜看球，39岁男子“ 中风”
专家：两大类人勿熬夜看球

观赛时段尽量少喝啤酒

一瓶啤酒、几串烧烤，在大排档看球的惬意日子需暂停几日。 青年报记者 张瑞麒 摄

求知

展出作品。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