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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村文化礼堂，
用VR看展览是种什么样的体
验？10月 25日-28日，周巷
镇万寿寺村的文化礼堂里十分
热闹，与该村文化结对的宁波
天一阁博物馆在这里举办“古
迹揽胜——甬城文保单位专题
展”，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深
刻了解身处的宁波大地。让人
耳目一新的是，在这次展览
中，天一阁博物馆还带来了先
进的 VR （虚拟现实） 设备，
让参观者可以从另一个维度看
古迹。

此次专题展集中展示了宁
波地区 39 处重点文保单位，
时间跨度久，类型多样，内容
丰富。展览着重介绍了承载着
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宁波文保
单位，它们有揭示 7000年前
人类社会稻作起源的聚落遗存
——河姆渡博物馆，有江南地
区现存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
木构建筑——保国寺博物馆，
当然还有亚洲最古老的藏书楼
——天一阁博物馆。

最大亮点要数用来辅助办

展的 VR设备了。通过 VR实现
的虚拟实境，可以让参观者身临
其境地看到天一阁、钱业会馆、
中山公园、天封塔等7处宁波的
文化景观和历史古迹。“我看到
好多红色的鱼。”“我好像在天上
飞啊。”10月26日，记者跟随周
巷镇明珠幼儿园大班小朋友的秋
游队伍，来到万寿寺村文化礼堂
参与了现场体验。

只 见 设 备 一 头 连 着 “ 眼
镜”，一头连着电脑。戴上之
后，人好似处于凌空状，眼前出
现的先是一方幽深的池塘，粼粼
碧波之中，鱼儿们正悠然游动。
稍将头侧过，映入眼帘的便是大
片的天一阁古建筑。随着视角任
意转旋，就像乘坐在一架高空飞
行器上，视线所及之处，古老的
文化景观与现代城市建筑融为一
体……同时，借助这套VR设备
还能模拟登上天一阁的核心藏书
楼——宝书楼，让参观者一睹今
已谢绝游客登楼的二楼真容。

这次展览是天一阁博物馆与
万寿寺村文化结对的一次有益实
践。据统计，10月 25日-28日
展览期间，约有800余位村民走
进万寿寺村文化礼堂观展，让村
民就近享受优质的文化资源。

家门口体验VR
另一个维度看宁波名胜

本报讯 最近天气渐凉，
很多人开始“贴秋膘”，还有
的吃上了补药。可补药虽好，
却别补过了头。58岁的刘先
生就差点儿因“补药”吃坏身
体。

自创补药
却吃出了问题

“医生，我最近感觉身体
不对头呀！我一向身体蛮好，
会不会是吃了补药的关系？”
近日，刘先生（化名）捂着肚
子到市中医医院中医科求诊。

“怎么了？吃了什么补
药？”接诊的郑军状副主任中
医师仔细询问。一问得知，近
半个月来刘先生总感到乏力，
吃东西也没什么胃口，还常常
出现失眠、肚子胀等不适。刘
先生一月前曾做体检，身体挺
健康，也没什么慢性疾病。此
时刘先生才意识到可能是吃补

药吃出状况来了。
原来，去年冬天那阵子，

刘先生工作压力大，生活不规
律，觉得腰酸、乏力、耳鸣、
记忆力下降，身体怕冷，于是
就到外地一医院吃膏方调理。
膏方一吃，身体状态还真改善
了。

今年入秋以来，刘先生工
作又忙起来，上述症状再发，
但因路途遥远未再赴外地医院
复诊，便自己配制了与去年相
同膏方的药物在家中熬膏，还
擅自加了野山参、冬虫夏草等
补品。

可没想到，求效心切却给
他带来了问题。服用一周后，
症状非但没有改善，反而加
重，食欲减退明显，还出现口
干口臭、便秘、失眠、烦躁等
症。

郑医生初步认为，刘先生
的症状是因滥用补药而出现的
副作用，再仔细研究刘先生的
膏方，郑医生告诉他，这是一
张滋补偏于“温补”的膏方。
当下时值秋令，秋季主燥，但
刘先生近期劳累，还有腹胀、

便秘、口干、舌红苔黄腻，显
然是一派“湿热壅滞碍胃”之
象，脾胃虚弱，但心肝火旺，
所以此时服用温补药物，无异
于“火上浇油”，导致“虚不
受补”的后果。

随后郑医生开处方予以保
和丸合枳实导滞丸加减，消导
胃肠积滞，清化脏腑湿热，并
嘱咐他停用自制膏方。一周后
刘先生复诊，症状已大为减
轻。

膏方进补切不可
“一方吃到底”

郑医生告诉记者，最近在
门诊中也常常遇到像刘先生这
样自制膏方的市民，不少还是
热爱中医养生的粉丝，往往自
购一些网络上营销的成品膏方
一年四季常用，或自己DIY膏
方，甚至服用过期的膏方等，
出现口干、舌燥、颜面长痘等

“上火”现象的不在少数。“有
可能一段时间适用，但随着身
体状态的变化，服用的膏方应

该有所区别，所以一年四季服
同一个膏方，显然并不科学。”

郑医生说，随着群众对健
康养生需求的增加，膏方深受
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
病、术后康复、妇科、儿科、
亚健康状态等患者的欢迎。一
些医院目前有四季膏方门诊，
中医师根据患者的身体状态，
以及季节、气候、体质、地域
等不同，开出量身定制的膏
方，因势利导，达到治病纠
偏、扶正补虚的目的。此外，
市场上常见的一些成品膏方因
其一定的便利性和普适性也较
为流行，但因中药本草素有

“上、中、下”三品之分，药
物都有一定的偏性，不建议盲
目长期滥用，服用膏方之前请
咨询中医医师，以免“补药成
毒药”的悲剧发生。

郑医生也提出三点建议：
首先，开膏方是一门严肃的科
学。只有具备丰富经验的高年
资中医师才能够开出好的膏
方。膏方虽以补为长，万不能
将其与补药划等号，施方配药
严格遵循辨证论治的原则，当

补则补、当泄则泄、当清则清、
当疏则疏。中医讲究因人、因
时、因地，三因制宜施治，机体
的生理、病理状态是动态变化
的，所谓“药随证转”，切忌一
张膏方一年四季吃到底。其次，
熬膏方也是一门严谨的学问。只
有掌握了系统药物学和制剂学知
识的专业人员，在达到严格卫
生标准的场地里才能够熬出合
格的膏方来。仅看重膏方的药
物而不重视熬膏技艺的做法，
不可能获得理想的效果。即使
自己 DIY 枇杷膏、秋梨膏、阿
胶膏等药食两用的膏方也应在
医师指导下进行。再者，要重
视对脾胃功能的保护。膏方的
药物中多有滋腻之品，服用的
周期又相对较长，只有在保证
脾胃功能正常的基础上，膏方
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施展。如
对于脾胃虚弱、舌苔厚腻、湿
浊较盛者，服用膏方不当，则会
出现“虚不受补”的现象。因此
患者最好在专业中医师指导下，
根据个人体质状况，选择合理膏
方类型、进补时机及服用方法，
以期达到最佳功效。

天凉好进补，最近吃膏方的人多了起来

“自创补药”竟吃到腹胀便秘
中医：养生进补切不可一张膏方吃到底

本报讯 “ 寒 露 不 算
冷，霜降变了天”。上周末，
一个从遥远的西伯利亚发轫
的强大冷气团开始影响我
国，宣示新冬的主权。加上
今年第 26号台风“玉兔”在
海上配合，我国北方地区迎
来了大风降温。雪、冬这样
的天气关键词主导着北方天
气；长江沿线地区也开始由
秋向冬转变。

本周我市将延续上周末以
来的晴到多云天气，连晴少
雨、干燥少云，天气非常稳
健，这是深秋后的天气特点。

从本周开始，我市转入秋天的
后半程，秋天的凉意逐渐在向
冬天的寒意靠拢。

秋季转入下半场

据市气象台天气预报，今
天 晴 到 多 云 ， 气 温 10℃-
22℃。天气稳定，又到了一句
话报天气时间。往后一周的时
间内，后续补充冷空气不强，
将基本保持同样的天气格局，
气温两端浮动较小。与上周阴
天主打、晴雨相间的天气格局
大相径庭。

深秋的天空一旦放晴，昼
夜温差随即拉开。白天气温在
20℃左右，晨温10℃左右，这
是一个较明显的阶段性变化，
秋季开始转入下半场。以日平

均温度低于10℃的入冬标准来
看，基本上已经做好了前期准
备。

白天天空蔚蓝，阳光耀
眼，气温拉升迅速，秋高气爽
不致寒冷；夜间辐射作用强，
清晨空气冷冽，秋衣成为街头
基本着装。晴冷虽冷，不像湿
冷那么难以忍受。另外，跟初
秋 15℃-25℃的常温比较，气
温是低了点，但比起后面的
5℃-15℃的冬季，就显得难能
可贵了。

霜降时节是秋季与冬季的
交替时期。这一轮冷空气主要
影响范围是在北方。雨雪齐袭
之下，西北、华北、东北等地
气温纷纷“失守”，发生“断
崖式”下跌，局地降温幅度达
到10℃以上。江淮、华北一带
已经进入晚秋。

防秋燥提上日程

天气晴不晴，看云就知
道。晴天的气象学标准是云量
在一成以内，多云是 2-9成。
白茫茫的层云铺彻天际，阳光
隐匿，那就是阴天了。慈溪的
春夏两季，真正的晴天是很少
的。加上背靠大海，风向一
变，很容易从海面上输入水
汽。所以水汽虽然在深秋明显
减少，但要转向长时间的连晴
天也并不容易。

连晴天一来，重点是防止
干燥对身体的不良影响。连晴
天一般发生在下半年秋冬两
季，连晴初现一般是在秋天。
人体一时不适应，容易出现嗓
子疼痛、上火的症状，以为感

冒了，乱吃感冒药。实际上，这
是秋燥在作怪，只需饮食调理即
可。

秋燥症主要表现为全身燥
热、口唇干裂、心绪不宁，有的
人会生出口疮，或者出现咽喉肿
痛等症状，还会长出红且发痛的
痘痘。“秋燥症”虽不十分严
重，但会使人体免疫力降低，尤
其是中老年人容易旧病复发。中
医上讲燥邪入侵，最先受侵犯的
是肺部。

专家建议，对付秋燥最好的
方法就是多喝水，可在白开水中
加盐或蜂蜜，尽量少吃油炸、烧
烤以及热性食物，如辣椒、生姜
等，这些食物容易上火。可多吃
水果、百合和一些滋阴养肺、润
燥生津的粥汤。水果中效果最好
的是梨，其次像甘蔗、香蕉、苹
果等也是不错的选择。

秋高气爽连晴天 建议多喝水防秋燥

■裘其良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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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到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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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到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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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彩跑
和谐邻里
前天，浒山街道古塘社区

居民在市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参
加5公里欢乐彩跑。彩跑活动
中途设有夹弹珠、知识竞猜、
垃圾分类投放三个游戏站点，
让“绿色·健康·运动”深入
居民心中，增进邻里感情。
■摄影 全媒体记者 蒋亚军

通讯员 沈莹 陆万军

微信网友彼特潘的姐
姐：细小的枝干也有无穷
的 力 量 ， 高 产 量 大 丰
收。

（10月27日14时22分）

@慈溪静姨：三北大
街新城大道交叉口稍西的
这个消防栓是不是太靠近
非机动车道了？

（10月26日20时55分）

@阿拉慈溪宁一东方
红：这样装着货在马路上
跑太不安全了。

（10月28日07时57分）

本报讯 装修房子购买建
材，需要签购买协议，在协议
中明明没有约定的事项，结果
在装修时商家突然提出了附加
条件。

今年5月，消费者陆先生
家里装修，在慈溪家博会现场
看中了一款集成吊顶，于是与
该公司签署了一份装修协议，
约定厨房价格每平方米 88
元，卫生间价格每平方米 128
元，付定金2000元。

等到装修时，该公司要求
消费者购买电器才能享受优惠

价格，这让陆先生接受不了。陆
先生认为，当初签订协议的时
候商家并没有说起这事，等装修
时却提出了附加条件，这是在欺
骗消费者。双方就装修问题迟迟
没有协商下来，于是陆先生向市
场监管部门投诉。

接到投诉后，白沙路市场监管
所工作人员立即介入调查，查看了
消费者提供的装修协议以及相关证
据。商家表示，协议中约定的价格
是非常便宜的，如果不买电器的话
就没有利润了。在核实无误后，工
作人员批评教育了商家，督促对方
应当诚信经营。

经调解，商家退还陆先生定
金2000元。

装修时
商家提出了附加条件

■全媒体记者 冯茜
通讯员 张薇瑛

■全媒体记者 杨贯

■全媒体记者 陆超群
通讯员 符嘉

■全媒体记者 戎志虎
通讯员 孙成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