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少人躺着或蹲久了，起

身时会突然眼前一黑……眼

前发黑但没有倒地，医学上称

作“一过性黑矇”；眼前发黑且

伴有倒地或意识丧失，叫做晕

厥。

为什么会突然眼前一黑？

黑矇一般是脑部供血不

足、眼睛供血不足所致，各年

龄段均可发生。

1. 直立性低血压：起身时

眼前一黑。躺着或蹲坐时间

久了，突然站起来就会出现头

晕、眼前发黑，一般是“直立性

低血压”，通常过几分钟就恢

复了。

预防“直立性低血压”发

生，蹲下起身时最好保持较为

缓慢的速度，不要太迅速站

立，让身体有时间做出反应。

2. 自主神经介导性晕厥：

站太久会晕。青少年眼前发

黑、晕倒约 70%为自主神经介

导性晕厥，15~19 岁最高发。

常见诱因为长时间站立、体位

突然变化、精神紧张、闷热环

境、体内缺水、缺钠等。

靠墙直立训练有助改善：

研究表明，自主神经介导性晕

厥的患儿平均在站立 23.5 分

钟后发生晕厥，当患儿可以成

功站立超过这个时间而不发

生晕厥，就提示训练成功了。

3. 血管迷走性晕厥：诱因

最多。血管迷走性晕厥可发

生在多种条件下，如恐惧、剧

烈疼痛、悲伤情绪、剧烈运动

后、站立时间过长、过度劳累、

衣领系得过紧等。低血糖也

会造成头晕或眼前发黑，但与

前面几种晕厥原理不同。通

常伴随出汗、心慌、饥饿、焦

虑、发抖等症状，吃一些面包

或糖果可缓解。

中老年人黑矇血管崩溃的前兆

1. 眼前发黑+胸闷心慌：

警惕心梗。本就患有心血管

病的人，一旦出现黑矇或晕

厥，预示着高危情况，可能引

发心源性低血压、心动过缓、

心绞痛、心肌梗死等危险的情

况。

2. 眼前发黑+肢体乏力：

中风先兆。眼前发黑，也可能

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的

症状之一。如果眼前发黑的

同时，还伴有无法说话、口眼

歪斜、肢体麻木或无力等症

状，就要警惕短暂性脑缺血发

作（TIA）了。

存在高血压、高血糖、高

血脂、长期吸烟、长期过量饮

酒、有缺血性眼病史、有慢性

牙周炎等心脑血管病危险因

素的人，出现眼前发黑的症状

要及时到医院做彩色多普勒

超声能检查血管。

眼前发黑，立刻蹲下自救

为避免突然晕倒造成颅内

出血、窒息、骨折等严重损伤，

眼前发黑时不妨用下蹲动作

来保护自己。

1.增加脑部供血。下蹲时

双腿肌肉挤压双下肢动静脉，

动脉收缩导致供应下肢的血

液减少，从而增加了向脑部供

应的血液，迅速缓解短暂脑缺

血症状。

2.避免严重摔伤。如果条

件允许，也可平躺后将腿抬

高，增加脑部的供血。感觉好

转时，可慢慢站起，如在过程

中再次出现症状，则要恢复之

前的姿势。

起身时“眼前一黑”
这类人群需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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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稻飘香秋收忙
我镇早稻陆续开镰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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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三 五 ”以 来 朱 泾 打 造 高 品 质 幸 福 宜 居 镇

从安居到宜居，精心筑就百姓“幸福巢”
民以居为安。住房，时刻牵动

着众多城乡村、居民的心。“十三
五”以来，林立的高楼、环境优雅的
小区、不断扩大的居住空间、更加
完善的生活配套……无不见证着
朱泾的华丽蜕变。这五年，朱泾镇
党委、政府紧扣“十三五”编制中

“打造高品质幸福宜居镇”的规划
主线，不断提升城镇功能品质、改
善城乡住房条件，筑就了一个个小
镇百姓的“幸福巢”。

老旧小区大改造
“改”出满满幸福感

朱泾镇作为老县城所在地，基
础设施薄弱一直是城镇发展中的
短板，“十三五”以来，镇党委、政府
坚持以“补短板、惠民生”为抓手，
加快推进“微更新、微改造”项目，
让居民们体会到了实实在在的获
得感、幸福感。

近日，南圩新村部分居民楼外
墙已经被刷成统一的天蓝色，焕然
一新，这里的旧住房修缮工程正有
序进行中，目前该小区的雨污混接
改造项目已完工。

这几年来，平改坡改造、外立
面修缮及粉刷、房屋底层天井围墙
修缮粉刷、二次供水改造、雨污混
接改造等工作在全镇 40 个小区齐
头并进，旧房修缮带来的居住条件
改善让居民们的幸福感日益提升。

为了使民生工程得民心，围绕
“改造为民”这条主线，镇住房所探
索出了《工程例会制度》《市民监督
员制度》《黑名单制度》，通过协同镇
城市综合管理中心每周一次与改造
小区的“三驾马车”面对面，邀请居
民代表参与施工过程的监督，对不
作为的施工方适时“举黄牌”，使改
造中出现的问题早发现、早解决。

除了制度保驾，镇住房所还主
动跨前，在“常规动作”之外给了居
民们“点单”的权限，于是，小区车
位不足、电瓶车充电不便、公共道
路狭窄、绿化率不够等“短板”问题
都在旧房修缮的过程中得到了妥
善的解决。

据悉，“十三五”期间，全镇旧房
修缮预计共完成改造面积 61.66万
平方米；二次供水完成改造面积

100.81 万平方米；雨污混接完成改
造面积 224.94万平方米，辖区基础
设施进一步提升。

老旧小区更新如火如荼，新建
小区项目也同步推进。五年来，万
祥金邸、金山名都、朱泾名园等高品
质住宅小区相继建成；上海市郊区
城镇棚户简屋改造唯一试点项目顺
利推进，214 户、33000 平方米的动
迁工作圆满完成。目前，27000 平
方米安置房项目正式开工建设。

巧琢城镇“边角料”
转角处处遇见绿

目前，已基本完工的中官塘景
观步道，纵贯整个朱泾镇区，北起
小泖港，南至胥浦塘，河道沿岸绿
树成荫，沿路还途经多个街角公
园，颇具人气，许多市民习惯每晚
从步道的不同起点结伴夜走，走累
了就到街角公园的凉亭里休憩聊
天。

（下转2版）

本报讯 （徐欢）风吹稻浪，金

穗飘香，初秋的稻田里一派忙碌

景象，又是一年丰收时。

日前，位于待泾村的市级粮

食绿色高质高效创建示范点，放

眼望去，稻谷颗粒金黄饱满，金灿

灿的景象尽收眼底，微风带着清

新的稻香拂过，早熟稻“松早香一

号”陆续开镰收割，机声隆隆，收

割机正在稻田里来回穿梭，确保

颗粒归仓。

田头边，秀海农业合作社负

责人戈秀根向记者介绍，由于前

期持续的晴好天气利于水稻生

长，所以今年的成熟期要比往年

提前一周左右。往年 9 月 16 日前

后是早熟稻收割高峰时期，而今

年的收割“会战”提前至 9 月 9 日。

粮食绿色茬口模式、机械化

种植、良种良法配套模式、氮磷钾

养分平衡施用技术、病虫草害绿

色防控……戈秀根用最严格的技

术标准、标准化的生产管理，为每

年粮食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产量稳定，今年又是一个丰

收年。”戈秀根说，示范点总的粮

食种植面积大约 700 亩，其中早熟

稻种植面积为 100 亩；共种植有三

个品种的优质稻米，一种是早上

市的“松早香一号”米，另外两种

分 别 是“南 粳 46 号 ”“花 优 14”
米。按照测产预估，预计今年早

稻产量将达 50 余吨，粮食总产量

350 吨左右。期间，市、区、镇农业

专家也经常到田间地头为家庭农

场现场指导，引导农户适时防治、

科学管理。

好收成也预示着农民的好收

入。与传统水稻品种相比，“松早

香一号”具有植株健壮、抗倒伏、

抗病虫能力强等特点，米粒饱满、

晶莹透明，煮出来的米饭吃口香

糯，颇受市民青睐。“开镰之前，就

有 10 吨新米已经被新老客户预

定。”戈秀根欣喜地说。

戈秀根承包农田种植水稻已

有 14 个年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他也见证了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变

迁。他从过去种植 60 亩发展到现

在近 170 多亩，经营模式也发生了

变化，从“卖稻谷”到“卖大米”。

以每亩产量 1000 余斤计算，卖稻

谷每斤 1.8 元，卖大米则每斤 5 元

左右，现在每亩水稻田能获利

3000 多元，收入比过去翻了近一

倍。戈秀根还说，在村里的帮助

下，也拓宽了销售渠道，“线上线

下”不愁卖。此外，于 2018 年他创

办的合作社，以规模化、品牌化带

动周边农民共同增收。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据悉，今年全镇水稻种植面积 2.9
万余亩，收割工作预计到 11 月中

旬全部完成。

本报讯（徐欢）有

为青年从军建功，热血

男儿立志报国。 9 月

14 日 ，金 山 区 召 开

2020 年新兵入伍欢送

大会。朱泾镇党委书

记李士权，镇党委委员

王海珏前往区民兵训

练基地欢送新兵踏上

军旅新征程。

李士权代表镇党

委、政府向光荣入伍的

新兵们表示祝贺，向所

有支持子女参军的家

长们表示敬意。同时

他勉励新兵们要认真

学习，提高素质；要刻

苦训练，练就自身过硬

本领，努力成为一名优

秀的军人，保家卫国；

要心系家乡，牢记父母

的叮嘱、家乡父老的重

托，报效祖国，为家乡

争光。

欢送会现场，新兵

们精神抖擞，士气昂

扬，对军旅生活充满了

期待和向往。来自民

主村的许成此次入伍，

成为了家里第三代军

人，他表示，受爷爷、大

伯等长辈的影响，他从小就有一个

从军梦，作为新时代青年，就想做

一些对国家有帮助的事情。

儿行千里母担忧，家长与新兵

们依依惜别，叮嘱孩子到了部队，

要照顾好自己，艰苦训练，建功立

业。

自征兵工作开展以来，全镇广

大适龄青年积极响应祖国号召，踊

跃报名参军，经过层层挑选，10 名

适龄青年光荣入伍。

与往年相比，今年征兵工作早

动员，严把质量关、廉政关，兵源整

体素质高于往年。
同住一座城，共建一个家。创城迎检最关键时刻，全镇掀起了一场全民冲刺决战创城的热潮。各行各业志愿者纷纷加入到这场攻坚战中，

他们从清晨到日暮，维护市容秩序、规范车辆停放、清洁环境卫生……营造了“人人参与创城、创城人人有责”的浓厚氛围。而在悄无声息间，我

们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创城为民惠民，让朱泾更文明，让社区更和谐，德泽花海，善聚水城，共筑你我共同的美好家园。 徐欢 沈欢琳 摄

创城，共筑花海水城朱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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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泾古镇，人杰地灵

灵雨花海，活力水城

千年花灯之乡，四季繁花似锦

一年一度的中国·朱泾花灯文化旅游节

如约而至

朱泾镇以“点亮幸福花灯、唱响美好生活”

为主题

在9月12日至10月31日期间

推出十大版块系列活动

文旅融合呈现新气象、带动田园经济

打响“朱泾花灯”文化旅游品牌

表达朱泾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欣喜之情

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