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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 情 防 控

期间，有一天清

晨，一辆警车飞

快的驶进了幸

福小区，停在了

9 号老人房前，

从车里下来两

位民警，走在前面的民警叫小李，后

面稍微瘦点的是小林。

两人抬头核对过楼号后就急匆

匆地走进了楼道。他们快步来到了

102 号门前，轻轻地敲了敲门，问道：

“有人在家吗？”里面没有回声。见没

有回答，小李有点紧张的回头看了看

小林说：“不会出什么事吧？”一边说

一边推了推门，谁知门是虚掩着的，

一推门就开了。

一进门，只见屋子里一片狼藉，

橱柜、衣柜都被打开着，地上、床上堆

满了衣服、报纸、袋子等东西，里面却

空空荡荡的没有人。两人面面相觑，

小李清了清嗓子提高了声音问道：

“有人在家吗？是谁报的警？”

“是我！”话音刚落，一个微弱的

声音传了过来。接着，一个老人从床

底下慢慢探出了头，这是一张苍老的

布满了沧桑的脸。看到两位穿着制

服的民警站在眼前，老人原本呆滞无

神的眼神突然亮了下，但随即又暗淡

了下去。

两人赶紧把老人从床底下慢慢

的扶了出来，让他在椅子上坐下后

才问：“张大爷，是你报的警吗？你

说说看发生了什么事？”只见老人点

了点头说：“110,110 报警，宝贝不见

了！”“宝贝，什么宝贝，大爷，你是不

是丢东西了? 是有人来偷东西了

吗？”张大爷听后，点了点头，又摇了

摇头。“大爷，你丢什么宝贝了？能

和我们说说吗？”只见大爷用手比划

着，然后又双手紧紧的搂在怀里，嘴

里不停地嘟囔着：“宝贝，宝贝 ......”
小李和小林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
没明白大爷说的是啥意思。小林环

顾了四周，从不同角度拍了现场照

片，然后根据现场情况，在可能有指

纹或脚印的地方，用专门的采集方

法进行采集和对比，但也没发现可

疑的情况。他让小李继续向大爷询

问情况，自己则去隔壁邻居家去了

解下情况。

刚走出门，迎面就碰到了一位 50
岁左右，穿着平安志愿者马甲，戴着

白口罩的阿姨。原来是小区的志愿

者，她在小区巡逻的时候看见外面停

着一辆警车，心想是出了什么事，就

赶紧三步并作两步过来看看情况。

从志愿者阿姨口中了解到张大

爷患阿尔兹海默症，情况时好时坏，

有时候思路蛮清爽，有时候连自家人

都不认识。老伴已去世多年，他和儿

子两人相依为命，儿子平常工作比较

忙，所以家里请了个钟点工来帮忙老

人烧饭洗衣。老人的儿子很孝顺，平

常在家休息的时候也是经常陪着老

人说说话聊聊天，不过这段时间好像

很久没看到他家儿子了。

大致了解情况后，他们见问老人

也问不出具体情况，所以决定先回去

上报情况后再作进一步调查。当他

们向老人说明情况后准备起身离开

时，本来安静的大爷却拦在了门口

说：“不能走，宝贝还没找到，谁也不

能走！”

无奈之下小李打电话让所里查

下大爷儿子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当

拨通大爷儿子的电话时，电话却一直

无人接听。小李只好又向所里求助，

所里通过联系终于找到了大爷的儿

子张宝国。张宝国是位民派出所的

一位民警。他对待工作认真负责，事

事都冲在前面，年年被评为优秀社区

民警。近期因为全民抗疫，张宝国在

高速路道口值勤，对过往的车辆进行

体温测量、人员登记、信息询问、放行

等防疫检查工作。高速道口车流量

大，人员多，一站就要 12 个小时，有

时忙得都没时间喝水更不要说接电

话了。

“宝国，宝国，所里来电话了，我

来帮你登记，你快过去接听下电话！”

同事一边说着一边接过了宝国手里

的额温枪。“喂，是宝国同志吗，你快

回家看看，你爸报 110 了，说是家里

的宝贝不见了？”电话里传来警长急

促的声音。“警长，我是宝国，我今天

早上出去还好好的，没说丢什么东西

啊，再说我家里也没啥宝贝，我爸爸

有点老年痴呆症，可能他糊涂了，你

们别听他的！”“宝国，工作重要，家里

也重要，我现在马上派人顶你的岗

位，你现在赶快回家去，家里的事处

理好了再来上班。这是命令！”张宝

国还想说什么，警长的电话已经挂

了。

宝国和同事交接了下就赶紧往

家里赶，其实他的心里头也是挺着急

的，老爸自从妈妈走了以后就挺寂寞

的，也没人陪他说说话，虽说自己休

息一直陪着他，但他老人家还是挺寂

寞的。本来打算这次春节放假好好

陪陪他的，谁知道突发新冠肺炎疫

情，疫情就是命令，他没有犹豫，马上

又投入到加班加点的工作中去。早

上自己上班去时爸爸还没起床，晚上

下班回到家时爸爸已经睡了，好几天

了都没和他老人家打过照面，他心里

很内疚。不过他又感到很奇怪，从来

没有听爸爸说家里有啥宝贝啊？难

道有啥祖传宝贝爸爸没和他说过？

带着疑问他急急地朝家赶去，一

进家门，只见衣服被扔得到处都是，

两个民警正陪着爸爸在说话，爸爸一

只手紧紧的拉着一位民警的衣角生

怕他逃走似的。

宝国一个箭步冲到爸爸面前叫

道：“爸爸，怎么了？”张大爷先是愣了

了楞，随即笑了，一把放开了拉住小

林的衣角，颤颤巍巍的一把搂住宝

国，激动的声音都抖了：“阿宝，宝贝，

宝贝找到了，找到了……”看着紧紧

拥在一起的父子俩，小林和小李的眼

中也蒙上了一层雾气。

原来，生病的老人几天没看见儿

子，想疯了，就给派出所打了报警电

话。

宝贝不见了
□徐伟红

小龙和小虎

是邻居，从小一

起长大，两人长

得都是瘦瘦小小

的，就像一对双

胞胎。虽说没啥

血缘关系，可他

俩感情却跟亲兄

弟似的。这两人

一路斗着长大，

什么都要比一

比。喏，比学习

成绩，比考什么

好学校，比谁工

资高，比谁先追到女朋友，比谁先结

婚，比谁先生孩子……什么都能拿来

比一比。大概这就叫作良性

竞争吧，两人的学习、工作、生

活一路走来都非常顺利。两

人的生活节奏和际遇都像是

复制黏贴一样，同一所大学，

同一个单位，当然不是同一个

老婆，不过老婆也同是单位里

两个优秀漂亮的女青年，也几

乎是同一段时间有了孩子。

要说，都同步到这份上

了，应该没什么东西可比了

吧？可是最近小虎发现自从

结婚后，他开始了二次生长，

不是往高里长，而是横向发

展，170厘米的身高，可他的

体重却从原来的 110 多斤渐

渐长到了 160 多斤，原本他

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毕竟

生活事事顺心，心宽则体胖

嘛！可是他发现小龙与他却

完全两样，高中毕业到现在

越来越瘦，1 米 7 的个子，像

根细竹竿，可能 100 斤都不

到。

小虎从自己身上找不到减重理

由，就开始分析起小龙来。这小龙为

什么越来越瘦？难道家庭经济不

好？不，夫妻俩收入都不差。难道身

体有病？也不像，没见他去过医院。

那为什么这样瘦呢？小虎脑中突然

闪过一个不好的念头——难道小龙

外面有花头？

有了这个可怕的念头，小虎立马

把自己的怀疑告诉了自己的老婆小

丽。小丽为了不让闺蜜小美担心，想

了很久，最终想到了一个既有用又隐

蔽的好方法：就是上次培训班里心理

老师教的一个考验老公的方法——回

去让老公抱你一分钟。如果老公犹豫

不肯抱，那就说明他不情愿，感情有点

小问题。如果老公做出了捏鼻子的小

动作，那么后院肯定起火了。

因为这个心理测试太有趣了，小

美根本就没有任何怀疑，开开心心地

测试了小龙一把。

那天，小龙下班回家，一开门就

见小美张开双臂不让小龙走。小龙

奇怪地问：“你这是做啥呀？”小美说：

“我要你抱抱我。”小龙听了，把包往

地板上一丢，紧紧地把小美抱了起

来，还转了三个圈哩！

事实证明，小龙根本就没问题

呀！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小龙越

来越瘦呢？

很快国庆节到了，小美和小丽带

着娃相约去国外旅游了，小龙和小虎

就商量着今年国庆一起回一趟老家，

看望家里的父母亲。回家的路上，小

虎心情很好，零食一路吃过去。可是

他惊奇地发现小龙几乎一路都没吃

什么东西，不过看得出小龙心

情也很好，有时还在偷偷地

笑。小虎越发好奇，这家伙究

竟在搞什么鬼？

一到家，小虎就匆匆忙忙

放下行李，顾不得母亲喊他洗

手吃饭，也没来得及把带的礼

物给母亲，只回了声：“我马上

回来！”就去隔壁打探情况去

了！

小虎刚走到小龙家门口，

就听到小龙他爸高兴的声音：

“小子，你总算回来啦！来！上

来！快让老子背背你！”小龙

说：“爸！你都快七十岁了，

我也三十多了，你怎么还背

我啊！”“怎么？你瞧不起老

子啊！怕老子背不动？告诉

你，老子还没老呢！来！上

来！”

原来，小龙爸在十多年

前得了阿尔兹海默症，记忆

停留在小龙三岁的时候。那

时候，小龙每天骑在爸爸的肩上走东

家串西家，父子俩笑声不断。可是，

时过境迁，如今小龙已三十多岁了，

可他父亲仍把他当三岁的小孩，只要

一见面，就要背他。刚开始，小龙不

让背，老父亲就伤心地坐在一边，茶

不思，饭不想，还说儿子嫌弃他了。

小龙没法，只得让他背，虽然背得很

吃力，可老父亲却开心地笑了。

小龙为了让老父亲高兴，从上大

学起，每次回家，都让老爸背背他，这

一背就背了十多年！他知道父亲老

了，又怕自己重了，父亲背不动自

己！他多怕哪天回来，自己再也看不

到父亲。为了让父亲背得动自己，小

龙就开始了艰难的瘦身运动。站在

门口的小虎看着眼前的一幕，眼泪湿

润了眼眶，原来这才是小龙越来越瘦

的原因！

时代在变，岁月在走，惟有亲情

永恒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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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老院里有一位老太太，是位孤

老，因为在退休以前，她是一位政治

老师，所以大家都叫她高老师。高老

师 80 来岁，看起来瘦瘦弱弱，但是敬

老院里的其他人都不敢和她多接

触。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啊，高老师

脾气非常古怪。

这不，高老师又在给人“上课”

了：“你这个同志，怎么就不听劝呢，

你这样洗草莓，太浪费水了，快把水

龙头关掉！”。被教育的是敬老院的

一位护工，知道高老师的脾气，一边

继续洗，一边回道：“高老师，草莓就

是要多冲冲才干净的呀，不洗干净吃

了拉肚子怎么办。”高老师一听，满脸

不赞同：“国家都让节约用水，你就是

洗几颗草莓而已，我刚才可是看着，

你都足足开了两三分钟水龙头了”。

说着，就颤巍巍地抢上前去关了水龙

头，继续教育道：“你们年纪轻，都不

懂事，把浪费当家常便饭，我看敬老

院很多设备都不好，那个热水器接到

热水之前要放掉很多冷水，作孽哦，

我舍不得倒掉，现在都用冷水洗脚

的。”护工没办法，只得拿着草莓让开

几步，刚想回句什么，就远远看到一

位阿姨拎着个袋子正往这边走来，护

工面上一喜，心说可算是救星来了，

急忙打断高老师的长篇大论，笑着

说：“高老师，你‘小女儿’来看你啦。”

刚说高老师是位孤老，那么哪来

的“小女儿”呢？原来这个被大家视

作救星的阿姨名叫蒋明海。蒋阿姨

是高老师的同事，以前在学校两人就

是忘年交。自从高老师的母亲去世

后，蒋阿姨担心她独自生活，没有依

靠，就时常帮助她料理生活。而就在

几个月前，高老师身体不适，卧床不

起，在蒋阿姨的劝说下，住进了敬老

院。之后，蒋阿姨几乎是天天跑敬老

院，为高老师擦身、涂抹药膏治疗褥

疮，真是比亲生女儿还亲。敬老院的

人都笑称她是高老师的“小女儿”。

而这位“脾气古怪”，喜欢教育别人的

高老师，也只有蒋阿姨来了，才服服

帖帖，言听计从。

不多会，蒋阿姨就走到高老师

跟前，看到眼前这个架势，就知道高

老师又在做政治思想工作了。她一

边摆手向护工表示歉意，一边温声

对高老师说：“高老师，我做了八宝

饭带来给你尝尝。”八宝饭是高老师

最爱吃的甜食，一说这个，高老师就

高兴起来。蒋阿姨先把袋子里的八

宝饭拿了出来，又从里面拿出了一

盒子草莓。高老师看到草莓，又不

高兴了：“你买草莓干嘛，这个价格

老贵哦，洗它还浪费水，水果么，就

买买两块钱一斤的苹果好了，削削

皮就能吃了。”

护工在旁边听着，玩笑道：“高老

师，你怎么能那么说呢，你‘小女儿’

特意给你买好水果，那些两块钱的苹

果都是人家不要的烂苹果，吃不得

的。”而真正了解高老师为人的蒋阿

姨却不在意，她笑着对高老师解释

道：“这是朋友送的，你看，不吃也要

坏掉，那多可惜，等会我把草莓用淡

盐水泡一会，这样就不会浪费水了。”

高老师听了，才点点头说：“对，对，还

是蒋老师懂道理。”

蒋阿姨一边打开八宝饭的盒子，

一边对高老师说：“高老师，等会校领

导会来看望你，这次啊，是来表彰你

的，还带了荣誉证书呢。”高老师听

了，一向严肃的脸微笑起来，念叨着：

“只要我捐的这十万块钱能帮到学校

还有学生我就满足了，这表彰不表彰

无所谓！”

一旁的护工听了，惊奇地自言自

语地说：“这老太太，平时这也怕浪

费，那也怕浪费，捐钱倒是大方，一点

也不心疼！”又对蒋阿姨说，“你也不

劝劝她，钱多花点在自己身上，日子

也过得舒服点。”

蒋阿姨听了，心里叹了口气，她

也不是不心疼

高老师。以前

高老师在家的

时候，为了省电

费，每天早上 5
点前起床做饭

烧水，夏天也从

来 不 用 电 扇 。

她穿的衣服有

些甚至是几十年前单位发的工作

服。怕高老师对自己太严苛，所以蒋

阿姨经常带些自己做的新鲜饭菜给

高老师送去，这一送就送了近三十

年。蒋阿姨了解她，别人眼中脾气古

怪、不通人情的高老师，在她眼中就

是正统直率、一心为公的好人！

因为理解，所以支持，蒋阿姨心

想，高老师想捐钱就去捐吧，反正我

会一直照顾到她。她笑着对护工

说：“只要她高兴，我就安心了，其他

的也不去管了，就是我家老太太有

时候有点固执，我先给大家道个歉，

希望大家以后多担待些，别和她计

较”护工连忙摆手道：“那怎么会，蒋

阿姨，我也是说实话，你也是个大好

人，你和高老师只是同事关系，无亲

无故的，却照顾了她几十年，这可不

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蒋阿姨看着

正在高兴得吃着八宝饭的高老师，

笑道：“我把她看做真正的亲人，她

也是，那我们就算是有亲有故，照顾

自己的亲人，我打心眼里愿意。”

夏天不开电风扇，一件工作服穿了

几十年，洗草莓嫌浪费水的高老师，居

然一次捐献十万元扶贫助学。年纪大

了住进敬老院，而与她无亲无故的蒋老

师，天天给她送这送那，一送就是三十

年。她们这是为啥？这是人间的大爱！

□陈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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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能养生，哪些人不宜多饮？

投诉地址：石化蒙山路1109弄8号

3楼（东） 投诉电话：57935522

挖野菜、钓龙虾、土灶烧饭……

偷得浮生半日闲 最是有味在廊下

消费的参谋消费的参谋 维权的后盾维权的后盾

天 气

常言道“从来名士能评水，自古高僧爱斗

茶”。茶是一种健康的饮料，但是饮茶不当也

会产生负面影响。

茶的种类
按照工艺的差别主要分为绿茶、红茶、青

茶、黄茶、黑茶、白茶六大类，以及各种再加工

茶，如药茶、花茶等。

绿茶：是未经发酵制成的茶，保留了鲜叶

的天然物质，含有茶多酚、儿茶素、叶绿素、咖

啡因、氨基酸、维生素等成分。主要品种有太

平猴魁、西湖龙井、碧螺春、黄山毛峰等。

红茶：属于全发酵茶，加工过程中发生了

以茶多酚酶促氧化为中心的化学反应，鲜叶中

的化学成分变化较大，茶多酚减少 90％以上，

产生了茶黄素、茶红素等新成分，明显香于鲜

叶，具有红叶、红汤和香甜味醇的特征。主要

品种有祁门红茶、滇红、金骏眉等。

青茶：又称“乌龙茶”，是一类介于绿茶与

红茶之间的半发酵茶，叶片稍有红变，叶缘呈

红色，中间为绿色，故有“绿叶红镶边”之称。

主要品种有铁观音、黄旦（黄金贵）、武夷岩茶、

水仙、大红袍等。

再加工茶：以各种毛茶或精制茶再加工而

成，包括药用茶、花茶、速溶茶、液体茶等。

饮茶当有量
茶是一种健康的饮料，不同类别茶种或多或

少地含有一些有益成分，可以发挥一定的抗氧

化、抗炎、降血脂、降血压、提高免疫力等作用。

每天喝多少合适呢？一般来说，每天 1 至

2 次，每次 2 至 3g，茶水比例一般为 1：50 至 1：
60，每次加水量约 150mL，每次新泡茶可留

1／3 水量加冲 3－5 次，加冲次数越多，口味

越淡，饮者可根据口味酌情增减水量及冲泡

次数。

以下人群切忌过量饮茶
缺铁性贫血者：茶中鞣酸会影响人体对铁

的吸收，使贫血加重。

动性胃溃疡患者：茶中咖啡因刺激胃液分

泌，加重病情，影响溃疡愈合。

泌尿系统结石者：茶中草酸会导致结石增多。

肝功能不良者：茶中绝大部分咖啡因经肝

脏代谢，肝功能不良者，将增加肝脏负担。

孕期、哺乳期妇女：因为茶中含有咖啡因，

建议不要过量饮用。

心脏病患者：饮茶过多，茶中咖啡因会使

心跳加快，甚至出现心律不齐。

醉酒者：酒精刺激心血管，使心跳加快，酒

精与茶中成分发生协同作用，增加心脏负担。

神经衰弱、失眠者：茶中咖啡因等刺激神

经系统，加剧神经衰弱、失眠。

对于以上人群，建议少喝浓茶，更不宜过

量饮茶。

饮茶误区
浓茶醒酒：饮酒后，酒中乙醇经过胃肠道

进入血液，在肝脏中先转化为乙醛，再转化为

乙酸，然后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经肾排出体

外；酒后饮浓茶，茶中咖啡因等可迅速发挥利

尿作用，促进尚未分解的乙醛过早地进入肾

脏，加重肾脏负担，使肾脏受损。

饮头遍茶：茶在栽培与加工过程中可能受

到农药等有害物的污染，存在一定的有害物质

残留，所以，头遍茶一般用于洗涤。

饮过浓茶：浓茶引起“兴奋性”过度增高，

对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造成不利影响。

饮隔夜茶：隔夜茶中维生素等营养成分流

失，其中的蛋白质、糖类等会成为细菌、霉菌繁

殖的养料。

饮茶时间有讲究
从茶的特点和季节环境的搭配来说，饮茶

者一般会这样选择：春饮花茶，夏饮绿茶，秋饮

青茶，冬饮红茶。

从健康与饮茶时间的关系来看，餐前或

餐中少量饮茶并无大碍，但若大量饮茶或饮

用过浓的茶，茶中鞣酸等会影响很多常量元

素（如钙等）和微量元素（如锌等）的吸收，所

以建议餐后一小时再饮茶。另外，茶中所含

的咖啡因会刺激神经系统，建议睡前不饮茶。

随着生活逐步回归正常，最近市

民们的出游热情高涨，而藏在廊下郊

野公园内的溪进农庄成为了我区新

晋游玩点。

在这个生态农庄里，市民可以挖

野菜、钓龙虾、土灶烧饭，和家人朋友

尽情玩乐，还可以看烟花，举行篝火晚

会，也能就地取材，自己DIY美食。

“五一”期间，大多来自市区的游

客都被农庄的“爱心蔬菜”和销售的

特价农产品吸引了。

很多客人吃了农庄的蔬菜和鸡

鸭都说好吃，他们约了朋友或带上孩

子一起来，田间地头，都是孩子们快

乐的身影。

“以前假日，我们全家一直在外

地过，今年没出省，就来到了这里。

农庄游玩项目多又有趣，周边环境

也好，小朋友都玩疯了。而且这里

价格也挺实惠的，不是按人头收费，

一组 800 元，里面包括的鸡鸭都是现

杀的，3 斤龙虾还有些许蔬菜，还能

体验土灶头烧饭的乐趣。”游客李先

生说。

据了解，上海溪进生态农庄位于

漕廊公路 8886 号。溪进农庄“庄主”

名叫李忠，原本和他的父亲李雪华经

营着农家乐饭店，生意一直很红火。

两年前他在山塘村包了二十多亩地，

但是大半年时间内，农庄都没有开门

迎客，家里人都觉得纳闷，而他却自

得其乐。

李忠是一个衣食无忧的“80”后，

但他从小就有一个田园梦。于是，他

从养鸡鸭鹅开始学，渐渐在农场东边

添置了羊圈、鸽子笼，西边围了小花

园，中间的走廊砌起了土灶，小池塘

的小木桥上点缀了花朵拱门。

在打造农庄中，他有一个理念就

是绝不用农药，全部依靠生态平衡。

草坪上的草稀疏，他就把小动物们放

出来，家禽的排泄物是最好的土地肥

料。池塘里的鱼虾养不肥，他就向附

近申漕水产公司的博士生导师学习

如何生态养殖，从养水草开始，农庄

的小池塘里又养了乌龟、鱼、螃蟹

等。这个农庄每一个角落都有他的

汗水。 通讯员 何洁

近日，枫泾镇新义村内，上万株马鞭草盛情绽放，勾勒出迷人的自然美景。波澜壮阔的紫色花海引得不少游客

驻足观赏，并纷纷拿起手机记录下这美好的景致。据了解，这片马鞭草花海位于亭枫公路和新义路交叉口，占地

12亩，免费对外开放，赏花期可持续到9月左右。 记者 勾瑞/文 通讯员 车健/图

如今，新型冠状病毒性肺

炎在全球已经导致 31 万多人

死亡，在这个非常时刻，预防

其他类型的肺炎显得尤为重

要。

目前，我区肺炎疫苗接种

全面恢复。其中，满足上海市

户籍、年满60周岁及以上和无

肺炎疫苗接种禁忌条件的市

民可免费接种一针。

为避免长时间排队等候，

应根据街道居委会安排前往

接种，或提前向接种门诊预约

时间。前往接种时，须携带身

份证、户口本和病历卡，身份

证是为了证实身份并登记接

种信息，户口本证实本地户

籍，病历卡了解健康状况。

到接种门诊后，按照工作

人员引导或场所接种流程公

示，按照预检→登记→接种→
留观的顺序

进行，接种

完成后在门

诊 观 察 30
分钟无异常

再离开。

本报讯 朱泾第一个

小资优美网红街区即将

起航，成为集美味、玩聚、

购 物 为 一 体 的 精 彩 之

地。未来这里将集结有

情调的咖啡西点屋、小资

情怀的街道和够噱头的

各种新奇玩意 ...
据悉，该街区位于朱

泾镇中心位置，在新汇街

朱泾名园附近，紧临金山

公园及东林寺，周边有菜

场、医院、多家学校等。

该街区共有三层，一楼拟

打造成集主题零售 、营

业服务点、生活便利型零

售、轻餐饮、生活服务等

特色店铺为一体的商业

街区，二楼到三楼拟开设

健身中心、生鲜超市、亲

子教育机构等。

目前，街区正在建设

中，转角处的花坛已就

位，一些面包、饮料店铺

也已陆续开出。据了解，

如今招商和建设正在同

步进行中，街区打造预计

将于本月底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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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游客在溪进农庄游玩

◀游客体验土灶烧饭

今日气温比较平稳，早间最

低气温在 19 至 23℃，最高气温

在 27℃，体感总体较为舒适。

双休日气温有所上升，最高气温

再度站上 30℃。白天紫外线较

强，相对湿度低，市民外出要做

好防晒补水工作。

根据最新预报情况，未来一

周的天气，既不见回寒倒冷的气

温，也不见叱咤风云的大风，更

不见倾盆而下的雷雨，基本是多

云“霸屏”。

记者 陆辰丽

初夏来临
多云相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