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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寄语重门休上
钥，夜潮留向月中看。”观潮
是自古有之的一项中秋传统活
动。早在两汉时期，辞赋家枚
乘就曾在《七发》中描写过楚
太子观巨丽江潮的景象。直到
现在，每年的中秋，市民依然
热衷于在中秋时节观潮。慈溪
半域环海，有不少适合观潮的
地点可供市民选择，如周巷的
西三外海运码头、庵东的跨海
大桥桥址以西、新浦的四灶浦
闸等，都是非常不错的观潮
点，此外，也有不少人会选择
前往海天一洲观潮。近年来，
还吸引了许多从宁波、余姚等
地专门赶来慈溪观潮游玩的游
客。

九月以来，天气时晴时
雨，不少有观潮准备的游客会
担心天气情况。对此，慈溪气
象台的工作人员称：“中秋节
当天降雨概率比较低，气温最
高在 30℃左右，最低在 23℃-
24℃，风力 3级左右，整体天
气还是比较适合观潮的。”

观潮要挑涨潮时观看。对
此，记者联系了宁波海洋预报
台，海洋预报台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今年中秋节会有两
个高潮，第一个在中秋节当
天，第二个在 9月 14日。”至
于具体的时间点，工作人员解
释说，目前在慈溪没有设观测
站，但慈溪当地的中秋涨落潮
时间可根据相邻两站的观测数
据推算。“位于慈溪东侧的北

仑观测站测得，中秋当日最低
潮为早上5点，最高潮为中午
11点；位于慈溪西侧的澉浦
观测站测得，中秋当日最低潮
为早上 8点，最高潮为下午 1
点 20分。杭州湾潮水自东向
西涌，潮汛时间亦自东向西顺
延，大致可按距离等比换
算。”可推算，慈溪北部杭州
湾沿线最低潮时间大约在早上
7点前后，最高潮时间大约在
中午 12点至下午 1点；14日
最低、最高潮时间相较 13日
各顺延半小时。

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五，太
原、月亮、地球在一条直线
上，引力变大，引发难得一见
的大潮，但潮水的形成需要时
间，自古有“八月十八潮，壮
观天下无”之句，最壮观的潮
汛往往较中秋当日要晚上几
天。“据目前观测的数据看，
14日的潮水较大，如果要观
潮，更建议在 14 日前往观
看。”海洋预报台的工作人员
说。

观潮不仅是一项中秋习
俗，还是一系列吃、住、玩的
活动，曾有一些海边滩涂因为
观潮而辉煌一时。数以万计的
游客前来吃新鲜海鲜，退潮时
在滩涂上玩真人版 CS、挖蛏
子、捉螃蟹、捡泥螺……这是
潮水给曾经的西三码头带去的
辉煌。

长年居住在西三码头的施
建忠介绍说：“以前，西三码
头可以看到回头潮、交叉潮等
多种潮水，是慈溪多个观潮点

里面最受欢迎的。但是随着滩
涂的减少，这些景观很难见到
了，比较常见的就是一线潮
了。”据施建忠介绍，多年
前，最热门的时候，西三码头
在中秋前后几天接待的游客超
过 20万人次，现在，由于环

境变化，滩涂减少，这一地点
的观赏性变差，游客向周边的
其它景点分散，每年中秋来观
潮的人数大约维持在千人左
右。

每年观潮，安全是一大要
点，施建忠说：“前几年观

潮，有游客随身携带的东西被潮
水卷落的，有的游客一时情急可
能想去打捞，就非常容易发生险
情。”建议大家在观潮时选择安
全的距离，尽量站在潮水打不到
的安全范围内观看，随身携带的
贵重物品也应提前保存妥当。

大潮“还有5秒到达”现场
这份中秋观潮攻略收好

本报讯 转眼周五就是中
秋佳节了，国庆假期也近在眼
前。记者走访我市各旅行社了
解到，旅行社关于中秋、国庆
的旅游路线早已“出炉”。与
以往不同的是，对于 80、90
后来说，普通的跟团游显然已
经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他们
更崇尚自给自足的自由行。

记者了解到，从今年情况
来看，很多市民选择先跟家人
聚在一起吃“团圆饭”，然后
再全家总动员，以短途周边游
的方式共度中秋佳节。“中秋
小长假，大家都比较重视团
聚，所以全家一起出游的情况
比较多。无论是来旅行社跟团
游还是选择自驾游，都是在周
边短途游玩一下，一路上走走
停停，也是享受难得的团聚时
光。”从事旅游业十几年的胡

女士介绍道，今年中秋节的短
途周边游价位和同期差不多，
一般都在300-500元。而出行
线路和目的地的选择上，像杭
州、上海、苏州等周边地区的
两日游或者三日游线路比较受
欢迎，价格也实惠，还有深得
孩子喜爱的乐园游也成为热门
的选择。

已经计划好带着全家老小
中秋去上海过节的市民赵先生
说起了自己的安排。“我们周
五出发，晚上已经提前预定好
了团圆饭。打算先带着孩子去
上海野生动物园看看，再就近
在酒店附近逛逛，毕竟休闲轻
松的旅游比较适合一家老小。”

不过根据往年的情况，选
择中秋出行的市民相对偏少，
旅行社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国
庆旅游线路的规划上。“长线
的话主要是北京、张家界、海
南等地，价格在 2500 元至

5000 元不等。尤其是北京线
路，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大庆，很多市民会特地来问北京
的线路。境外的话，市民大都会
选择泰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
家，日程 5到 6天，价格基本与
往年持平。”胡女士说，目前国
庆期间的短线旅游线路在紧锣密
鼓制定中，预计在下周就能“出
炉”。

记者了解到，如今市民的出
游方式不再局限于旅行社，各种
形式的自由行、自驾游更是风生
水起。传统的“上车睡觉、下车
拍照”跟团旅游模式已经满足不
了 80、90后的需求了。计划国
庆期间去日本的熊先生早早和妻
子做好了攻略，定好了机票+酒
店。这次出游，他们带上了家里
的两个孩子。“自由行比较适合
亲子游，可以随孩子的作息时间
来安排景点，也不用特地早起跟
团赶路了。”熊先生说。

过完中秋就是“十一”
周边游、长线游人气攀升

本报讯 “谁能想到一根香
蕉差点要了我的命！”昨天，躺
在中医医院急诊内科抢救室里的
小伙孙斌（化名）回想起那一幕
仍心有余悸。一旁的母亲拉着儿
子的手唏嘘不已：“幸好医生抢
救及时，这回真是与死神擦肩而
过……”

9月 8日中午 12时许，一对
母子跌跌撞撞闯进急诊内科的大
门。“医生，医生，快救救我儿
子！”一声急促的呼救，引起了
当日急诊内科王杰赞医生的注
意。

眼前的小伙，30 岁出头，
只见他面色潮红，身上发着大片
皮疹，浑身瘫软无力，不仅有胸
闷、恶心、喉头异物感等症状，
皮肤也瘙痒难耐。“不好，怕是
过敏反应，快进抢救室！”王医
生边询问病情，边嘱咐护士做准
备。急诊护士长王科庆、当班护
士胡超叶快速熟练开通静脉通
道，备好肾上腺素、气切包，给
予鼻导管吸氧。经过一番问诊，
王医生初步怀疑小伙是过敏反
应。

一系列对症处理后，小伙的
病情终于得到控制。后续的检查
提示各项指标恢复正常，医护人员松了口气。

小孙到底是怎么了？等他慢慢缓过来，这才回想起中午吃完
一根香蕉就感觉不对劲了。“吃完也就十分钟的功夫，开始喉咙
发麻，浑身难受，赶紧叫上我妈开车到医院来了，一路上皮肤很
痒，想抓。”小孙回忆说，只知道自己吃芒果会过敏，但万万没
想到吃根香蕉也过敏了，还发生如此严重的过敏反应。

医生护士也都替小孙捏了把汗。“在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下
竟然还自己驾车，殊不知病情的发展对于一个开车的人来说是及
其危险的，尤其是出现过敏反应。”有护士这样说道。

“其实，过敏反应在生活中还比较常见，比如有的人吃了
鱼、虾、蟹等食物后会发生腹痛、腹泻、呕吐，或是皮肤奇
痒难熬，这些都是过敏反应的表现，严重的会发生过敏性休
克。”王杰赞医生介绍，过敏反应是指已产生免疫的机体在再
次接受相同抗原刺激时所发生的组织损伤或功能紊乱的反
应。其特点是发作迅速、强烈、消退较快，一般不会破坏组
织细胞，也不会引起组织损伤，有明显的遗传倾向和个体差
异。一般来说过敏反应有：呼吸道阻塞症状，表现为胸闷、
心悸、喉头堵塞感、脸色涨红等；微循环障碍症状，表现为
面色苍白、烦躁不安、血压下降等；中枢神经系统症状，表现
为意识丧失、昏迷、抽搐等；皮肤过敏反应，如瘙痒、荨麻疹
等。

万一发生过敏反应如何应对呢？王医生说，治疗上首要的是
避免接触过敏原，进行有效的抗过敏治疗，应对过敏性休克处
理。生活中，过敏体质的人群应避免吸入式如花粉、柳絮、油
漆、螨虫等；食入式如牛奶、鸡蛋、抗菌素以及一些水果蔬菜
等；接触式如化妆品、染发剂、细菌病毒等；注射式如青霉素、
异种血清等。另外，精神紧张、工作压力等也会导致过敏反应。

“除了及时去除过敏原之外，一定要尽快赶往就近医院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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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前天上午，一位
手指被戒指卡住数日已经流血
发炎的8旬老人，在家人的陪
同下来到了市消防大队。最终
在消防员的帮助下，成功剪掉
了戒指。但剩下的 3枚戒指，
老人怎么也不肯摘下。

当天上午 11点半，正是
饭点时间，市民王大姐领着
80多岁的老父亲来到慈溪消
防大队。王大姐说父亲的手指
被戒指卡住好几天了。消防员
查看老人手指，发现左手中指
被戒指卡得肿大，皮肤出现破
损、流脓。

帮助市民取下卡牢的戒
指，对消防员来说是常事。消
防员首先将牙签塞入戒指与皮
肤中间缝隙，然后利用老虎

钳慢慢的将戒指一点点剪掉。
过程中，老人一直受到安抚，
情绪还算平静。最后，消防员利
用两把老虎钳向两边用力，将戒
指成功从老人手指上取下。但同
时，消防员发现老人左右手还同
时戴着三枚较粗大的戒指，并且
手指已经有肿大的迹象。消防员
再三劝说老人把戒指全部取
下，但老人此时变得非常固
执，执意不肯。

据王大姐介绍，王大爷今年
81岁，有轻微老年痴呆症，现
在住在逍林一家福利院，平时有
佩戴多枚戒指的偏好。她每周去
看望一次，上个礼拜二去时并无
异常。当天再去探望时，发现王
大爷左手中指已经被戒指卡得肿
胀发炎了。

消防员告诉王大姐，除掉戒
指后，还需要马上带老人去医院
作进一步处理。

8旬老人手戴4枚戒指
肿胀发炎也不肯全摘下

本报讯 有关理发的消费
纠纷比较常见，但剪成光头的
消费纠纷还是很少。近日，消
费者李先生觉得头发有点长
了，就去匡堰镇上的一家理发
店剪头发，当时要求理发师将
两边的头发剪短一点，于是闭
目养神了一会，结果理完发后
发现被剪成了光头。

当即，李先生提出让店家
处理，或是给出具体赔偿方
案。给李先生理发的理发师表
示，当时误会了李先生的要

求，于是就把他的头发剪成了光
头，但因连锁店老板不在，需要
请示才能给答复。

一天过去了，李先生还是没
有得到商家答复，于是向市场监
管部门投诉，寻求帮助。接到投
诉后，匡堰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
立即介入调查，并到理发店实际
了解情况，店长承认投诉人反映
情况属实，当事理发师也当面向
李先生表示道歉，只是如何解决
还在商量。

经调解，理发店再次向李先
生道歉，并向其赠送两张免费理
发券 （价值 160元），李先生对
调解结果表示满意。

想把头发剪得短点
结果被剃成了光头

师恩难忘
日前，原浒山镇第二学校

1983届五 （1） 班一群年届半百
的学生，带着礼物来到 90岁高
龄的启蒙老师——毛曼人先生
家感谢师恩，浓浓的师生情谊
溢于言表。

■摄影 全媒体记者 蒋亚军

本报讯 昨天是教师
节，不少学生将自己精心挑
选的礼物送给了敬爱的老
师，也有人专程带着月饼上
门看望当年的恩师，一同祝
老师们教师节快乐。更多人
则在朋友圈里送出祝福：

“老师，辛苦了，祝您节日
快乐”。

“魏老师，节日快乐。
虽然毕业后再未亲聆教诲，
但一直记得你对我的好。当
年每次到你们家蹭饭时一碗
又一碗吃得自己都不好意思
……真诚祝福老师开心快
乐，越来越年轻漂亮。”昨

天早上，市民赵先生通过微
信连续发出多条感恩老师的
祝福语。他说，从清晨开
始，他的朋友圈满屏都是对
老师们的感恩和祝福。

事实上，不止赵先生，
昨天很多人的朋友圈都被

“老师”这一圣洁的称谓刷
屏了。其中叶先生就发了一
段很长的文字，他说难以忘
怀他的小学数学老师，当
年，老师自己满头大汗，却
经常给趴在课桌上睡午觉的
学生不停地扇扇子，他说要
感恩老师的无私奉献，是老
师无怨无悔的付出，成就了
今天的他。

和叶先生一样，市民何

先生在朋友圈里也发布了怀念
老师的信息，他说，这些年遇
到过好几位当年的授业恩师，
当年脾气很大的班主任，如今
已是头发花白，语气柔和。当
年美丽动人的语文老师，如今
嗓子沙哑，显然为了学生献出
了青春。“当年对老师的训话
不以为然，如今却常常能梦里
重现。”家住横河的郑先生也
在朋友圈感慨道，当年他是班
级里最顽皮的一个，那时候有
些学生家里穷，老师就帮忙给
学生交学费，还种一些番薯之
类的农作物给学生吃，大伙都
惦记着老师。家住掌起的戎先
生在谈及自己的小学班主任
时，心情顿时激动了起来，他

说，因为家庭原因，当年班主
任经常帮他洗衣物，在生活上
很是照顾，现在她退休了，甚
是想念她。

在记者的微信朋友圈里，
情况同样如此，半天下来已经
足足有五六十条祝福语。一位
林女士说，三尺讲台育桃李，
一支粉笔写春秋，九月芳菲，
恩师难忘。另一位戎女士说，
教师节也是她的生日，感谢生
命中出现的每一位师者，你们
辛苦了。还有一位孙先生说，
蒙老师已经离他们而去了，他
们做学生的现在一见面提到
他，眼里总充满了泪水。网友

“上林砍柴”说，世界上最无
私的人除了父母就是老师了，

他们都希望你学得好做得好，
成为栋梁之才……

“感恩人生路上的每一位老
师”“祝全天下的老师节日快
乐”……在网友祝福老师们节
日快乐的同时。不少老师也纷
纷晒出自己的“收获”和“骄
傲”，一位李老师就在朋友圈发
了当年如何发现学生给自己取
外号的经过，如今看到微信群
里学生们的祝福，思绪又回到
了当年的班主任岁月，这就是
做老师的幸福。另一位许老师
在晒出当天收到的一大叠手写
体祝福寄语后写道：“谢谢你们
的至高肯定，希望你们就是那
抹出色的青，优胜我这株无华
的蓝……”

教师节
朋友圈被满满的回忆和祝福语刷屏

■全媒体记者 钱佳欣

■全媒体记者 龚益

■全媒体记者 戎志虎

■全媒体记者 戎志虎
通讯员 童建新

■全媒体记者 杨贯
通讯员 姜鑫 鲍银行

■全媒体记者 冯茜
通讯员 张薇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