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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宴

国庆假期虽说都是晴好天
气，但昼夜温差较大，再加上人
流密集，很容易传染一些病毒，
经过一个星期的疯狂玩耍，身
体抵抗力较差的人在国庆假期
结束后就感冒了。

国庆节后的第一天就是二
十四节气中第十七个节气——

“寒露”，此节气更容易患上季
节交换的感冒发热，要充分防
范，提高警惕。据气象部门预
报，我市将持续出现降温天气，
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降至
20℃左右，最低气温降至10℃
左右。

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冷空
气，气象专家提醒不抗冻的人
出门要记得多加一件衣服。
老人、儿童和体质较弱的人要
注重足部保暖，每天晚上可用
热水泡脚；脖子是寒气入侵的
主要部位，戴条围巾能有效保
暖颈部；要早睡早起，夜间睡
觉要注意盖好棉被，时常用搓
热的双手焐在腰眼上有很好的
温热作用；注意饮食养生，少吃
辛辣刺激、熏烤等类食品，多吃
些滋阴润燥、益胃生津的食
物。

寒露之后迎来
降温 出门记得
多加衣服

本报讯（记者 顾敏 通
讯员 严国进）本月初，市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了突
发事件公共卫生风险评估
工作，以疫情报告数据及相
关监测数据为基础，主要分
析各重点传染病和公共卫
生事件的近期动向及长期
趋势，并作出风险评估建
议。

恙虫病：10-11 月份秋
稻收割季是恙虫病的高发
季节，尤其在农民当中高
发，应加强农民等重点人群
的健康防护宣传，警惕恙虫
病集中暴发。恙虫病又名
丛林斑疹伤寒，是由恙虫病
东方体所引起的自然疫源
性疾病。以鼠类为主要传
染源，经恙螨幼虫叮咬传
播 。 临 床 以 发 热（可 达
38.5～41℃）、焦痂或溃疡、
淋巴结肿大及皮疹为特征，
严重者可发生死亡。田间
劳作的农民、野外作业人员
（伐木、筑路工人、地质勘探
人员等）和野外旅游者等受
恙螨侵袭机会较多，容易发
生感染。人对恙虫病东方
体普遍易感，病后可获得较
稳固的免疫力。人与人之
间不传染，尚无接触危重病
人或带菌动物的血液等体
液导致传播的报道。为此，
提醒市民：一是避免在草丛
或灌木等环境中坐卧休息
或晾晒衣被；二是秋种的农
民以及野外作业者和旅游
爱好者如需进入草丛等地
区，尤其是已发现过病人的
地区，应注意做好个人防
护，如扎紧袖口、裤管口，衬
衣扎入裤腰内，也可在暴露
的皮肤和裤脚、领口或袖口
上喷涂含邻苯二甲酸二甲
酯或避蚊胺等成分的驱避
剂进行防护，减少恙螨的附
着或叮咬；三是野外作业
后，及时拍打衣物，抖落附
着的恙螨；换衣洗澡，重点
擦洗腋窝、腰部、会阴等皮
肤柔软部位，可减少被恙螨
叮咬的机会；四是有恙螨叮
咬史或野外活动史者，一旦
出现疑似症状或体征，应及
早就医，并告知医生相关暴
露史。

轮状病毒感染性腹泻:
每年 10 月份开始，秋季腹
泻逐渐进入高发季，在6个
月至3岁的婴幼儿中存在一
波高发。轮状病毒感染的
腹泻也叫秋季腹泻，它是一
种由轮状病毒引起的急性
肠炎，是一种自限性疾病，
一般无特效药治疗，多数患
儿 在 一 周 左 右 会 自 然 止
泻。潜伏期约为 1～3 天，
起病急，多先吐后泻，伴轻、
中度发热。腹泻每日十到
数十次不等，大便多为水样
便或呈黄绿色稀便。6～36

月龄小儿是高发人群，主要
通过粪口途径传播。为此，
提醒市民：一是提倡母乳喂
养，适当地为婴幼儿添加辅
食；二是养成良好的个人卫
生习惯，食前便后用肥皂洗
手，奶瓶食具洗净煮沸后再
使用，注意饮水卫生，不喝
生水；三是幼托机构加强食
品卫生管理，做好饮食卫
生，发现腹泻患儿要及时隔
离治疗，并做好消毒工作，
防止疾病传播。四是如出
现上述症状或体征，应及时
就诊。建议在知情、自愿、
自费的前提下服用疫苗，目
前，接种轮状病毒疫苗是预
防秋季腹泻最有效的方法。

流感、水痘、手足口病：
入秋，气温波动较大，特别
是国庆节后一周至两周，往
往是流感、水痘、手足口病
等秋季传染病在校园内流
行的“高风险期”。为此，提
醒市民：一是家长应及时给
孩子增减衣物，并合理饮
食，提高学生的抵抗力；二
是学生应养成良好的个人
卫生习惯，如勤洗手，勤剪
指甲，饭前便后洗手，不吃
不熟的食物等；三是学校各
班级、宿舍每天应开窗通风
数次，每次至少10分钟，以
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四是如
身体不适，出现高热、呕吐、
腹泻、皮疹等传染病可疑症
状，应及时到医院诊治，并
及时报告患病信息和病情
进展，如确诊为传染病，需
复课证明方可上课。

食源性疾病：秋季依然
是 食 源 性 疾 病 的 高 发 季
节。食源性疾病指食品中
致病因子进入人体引起的
感染性、中毒性等疾病。包
括：食物中毒、肠道传染病、
人畜共患传染病、寄生虫
病、化学性有毒有害物质所
引起的疾病。为此，提醒市
民：一是外出就餐应选择安
全放心的就餐场所；二是选
择安全的菜肴。就餐时应
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合理，
不生食或少食海产品，不吃
感官异常和未烧熟煮透的
菜肴，不吃颜色鲜艳的腌制
肉类，慎重选择熟卤菜、凉
菜冷食、四季豆、野生菌等
高风险食品，吃火锅时尽量
避免生熟食品混杂摆放，防
止交叉污染；三是牢记食品
安全五要点。保持清洁，生
熟分开，食物彻底做热，保持
食物的安全温度，使用安全
的水和原料；四是一旦发生
食源性疾病，要及时去医院
就诊，并保存好消费凭证、就
诊记录、检验报告、剩余食
品、呕吐物等相关证据，避
免因错过最佳的调查时机
和无证据而导致食源性疾
病无法确诊。

10月公共卫生风险
评估信息发布

连日来，东台日
报社志愿者配合新
一轮交通秩序集中
整 治 ，纷 纷 走 上 街
头，积极做好文明交
通劝导工作，引导市
民 不 闯 红 灯 、不 逆
行，用实际行动为创
文 工 作 贡 献 力 量 。
图为 10 月 9 日志愿
者在街头。

邹洪喜 摄

创文志愿者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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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民政·福彩
热烈祝贺我市一彩民7月31日喜中中福在线连环夺宝25万元全国累积奖！热烈祝贺我市一彩民喜中2018009期双色球一等

奖1注，奖金548万元！热烈祝贺我市一彩民4月10日喜中中福在线连环夺宝25万元全国累积奖！截至双色球2018078期，今年
全国中出692注一等奖，江苏省中出35注一等奖，我市中出1注一等奖，单注奖金均超越500万元，其中单注奖金超千万元的39注。

“我买彩票 14年了，这次意外中奖
还没想好怎么处理。”10月 8日上午 11

时许，在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9楼，
众多媒体激动地围着一位被帽子、墨镜
和口罩全副武装的男子，听他讲述中得
1.59亿元大奖的过程。

10月 4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
游戏进行第2018116期开奖。当期双色
球全国共中出44注一等奖，单注金额为
530余万元。其中，湖南彩民独揽30注
一等奖。这 30注一等奖全部出自长沙
市雨花区小林子好运气彩票投注站，站
点编号第 43019390 号，投注时间为 10
月3日15时44分，中奖彩票是一张一注
单式号码投注 30倍的彩票。该中奖彩
票税前总奖金高达1.59亿元，税后实得
奖金为1.27亿余元。这是湖南彩票史上

的首个亿元大奖，刷新了湖南彩市单期
中奖最高纪录。

节后上班第一天，湖南省福彩中心
邀请来十余家省市主流媒体举行了湖南
福彩首个亿元大奖新闻发布会。发布会
刚结束，大家惊喜获悉，大奖得主刘先生
(化姓)悄然来到了省中心第一时间兑奖，
并大方地接受了新闻媒体的采访。

“没有什么特别经验，主要是坚持
买。”刘先生是一位50多岁的男子，在经
过沟通后，他答应接受了媒体采访。多
年来他喜欢倍投，经常是几十上百元地
投注福彩双色球彩票。这一次他其实也
买了一百多元彩票。中奖的这张彩票，
他先是机选五注，发现其中一注号码顺

眼，用笔记下来，再对这注号码花60元
进行30倍倍投的。

“当天开奖后，从媒体报道中得知自
己购买彩票的站点开出了 1.59 亿大
奖。当时没想到是我，但知道是自己买
过的站点，所以就找来彩票看了一下，
对比号码后发现竟是自己中了大奖。”
在福彩中心办理兑奖手续时，看上去很
淡定的他表示，其实在获悉中奖后，已
经连续几天没睡好觉。

提及如何使用这笔钱，刘先生坦
言，因为中奖金额太大，他还没想好怎
么使用。“这不是我第一次中奖，去年
我就中过一次四等奖，当时是投了 45
倍，得到9000元奖金。”刘先生表示，接
下 来 还 将 继 续
购买彩票，支持
福利公益事业。

长沙亿元大奖得主现身 从容领走1.59亿巨奖

中 奖 故 事

记者 唐雅 通讯员 王朝生

9月25日下午3时，走进东台农
村商业银行台东支行大厅，一位戴
着眼镜、年龄约四十多岁的女保安
员正在大堂经理服务台上装订《个
人征信查询资料》《挂失申请书》，她
就是具有高级保安员职称的优秀保
安员储小红。和农商银行系统的百
余名丰润公司保安员一样，在保证
银行与客户利益绝对安全的前提
下，储小红还努力学习新知识，成为
精通金融业务的内行、操作电子设
备的能手。此外，储小红不仅业务
精湛，而且做事有耐心、灵活。

深入企业服务不厌其烦
江苏拓能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是

城东新区的一家企业，在台东支行
开通了企业网银，利用网银代发工
人工资。首次操作时，会计盛某碰
到难题，无法操作，便打电话给支行
主管会计黄莹请求帮忙。盛某表示
如果今天工人工资发不出去，就要
失信于民，黄莹安排储小红上门服
务。如何下载模版、如何依据模版
导出数据……储小红耐心细致地向
公司会计一一辅导相关业务，很快

工资便成功发放，盛某对上门服务
的储小红感谢不已。但由于该程序
不常用，到下个月发工资时，又遇到
阻力。储小红二话没说，再次去公
司辅导代发工资的操作流程，终于
使会计人员熟练掌握了这一业务操
作技能。

对待特殊客户不拘常规
今年正月初六下午，城东新区

双新一组一位六十开外的大爷，急
匆匆地来到台东支行大厅，要为家
中年近九十、身患重病、卧床不起的
老母亲办理存单挂失。但根据规
定，存单、银行卡挂失、更改密码必
须由本人携身份证到柜台办理。特
殊情况，银行会考虑上门服务。见
此，储小红先安抚老人到休息区坐
下，随即找到该辖区客户经理，商
讨 如 何 解 决 客 户 的 这 一 特 殊 难
题。商讨过后决定即刻由储小红
驾车，带上大爷和客户经理到六公
里外的双新一组，为客户拍照、按指
纹、填写挂失单。一切办妥后，返回
支行，将补办的存单交到大爷手
上。大爷拉上储小红的手，千恩万
谢，直夸办事人员服务态度好，办事
效率高。

帮扶困难家庭不图回报
城东新区富新村，有个特殊家

庭，户主冯某家境贫困，近 50岁时
还是个单身汉，后来和一个智商偏
低的女子成家，生了一个男孩。村
组虽帮助其向有关部门申请了重残
补助和低保待遇，但仍然难以摆脱
困境。冯某常带着衣服同样破旧的
三四岁儿子来支行领取救助款，这
件事引起了储小红的注意。储小红
的儿子比冯家儿子大两岁，家中不
少质量和款式都不错的衣服，不适
宜穿了，就抽时间挑选近十套衣服，
用大包装上，送到冯家。冯某高兴
地说：“我儿子也有好衣服穿了。”此
后连续五六年，凡是儿子嫌小的衣
服全部都送过去，逢年过节，还给冯
家小孩买新衣服。如今冯家条件好
转，买了三轮车，兼职送客，还搞了
小型养殖场。为感谢储小红多年的
帮助，有一次老冯还带上草鸡蛋，一
定要储小红收下，被婉拒……

储小红说，我的父亲和姐姐都
是共产党员，都非常愿意帮人，这是
我们家流传下来的习惯。不图回
报，积善积德，终究会有好处的。

乐做分外事的银行保安员

王峰 张俊树 夏素红

10 月 7日下午，东台心连心志
愿者协会的 20多位志愿者，来到头
灶敬老院，给敬老院里的110名孤寡
老人送上了一份特别的温暖和关爱。

东台心连心志愿者协会每年都
要举行捐资助学、尊老敬老等各种
公益爱心活动，进一步弘扬了中华
民族乐善好施，扶贫济弱的优良传

统，体现了新时代公益人“奉献大
爱”的精神风貌。

在头灶敬老院，志愿者们在活
动组织者的统一安排下，分小组对
敬老院内的孤寡老人们进行了献爱
心活动。

活动之前，志愿者们就自筹资金
万余元，给老人们买来了护理床、鱼、
肉、虾、苹果、瓜子及衣服等礼品。

在活动现场，志愿者们有的给

老人们分发苹果、瓜子；有的搀扶行
动不便的老人落坐；有的给老人们
献上了歌曲、杂技等自排自演的文
艺节目，老人们一个个开心不已。

为了向心连心志愿者协会的爱
心助老行为表示感谢，头灶敬老院
专门向协会敬赠了“大爱无边心连
心，心系老人见真情”的锦旗。

饭堂内，歌声、掌声、笑声，汇成
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东台心连心志愿者慰问头灶敬老院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