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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新闻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近日，澳
大利亚一家餐厅推出 24 克拉黄金汉
堡，售价约人民币597 元。

位于墨尔本东部坎伯韦尔的餐厅
推出了澳大利亚首款 24 克拉黄金汉
堡。这款汉堡配有两片牛肉馅饼、两片
鸡胸肉、两片培根片、三片奶酪，配有墨
西哥胡椒和奶油酱汁，最上面还有五个
炸洋葱圈。该汉堡还附带一个免费的
液氮烟雾秀。

这家颇受欢迎的餐厅有大量网红
汉堡，从满是鸭肉的唐纳德汉堡到蟹壳
松软的美味蟹肉饼，款式多样。餐厅老
板伊马德·扎加米表示，顾客还可以根
据自己的心情或着装来定制汉堡。

此外，甜点爱好者也可以在该店买
到 24 克拉的费列罗奶昔，这款奶昔的
外层全是金色，售价约人民币 188 元。
爱尝鲜的汉堡爱好者也可以品尝绿色
抹茶汉堡、甜菜根红汉堡或炭黑汉堡。

（环球网）

600元网红汉堡：澳餐厅
推出24克拉黄金大汉堡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沙漠中有
一种植物，在干枯缩成一团后吸水数小
时便可以“起死回生”。在一段延时摄
影画面中，这一看似完全干枯的植物被
浸入水中后叶子开始舒展，直至完全恢
复墨绿色。

该植物学名为鳞叶卷柏，分布于美
国的奇瓦瓦沙漠和墨西哥，因能够卷缩
叶子进入干枯状态从而在荒芜环境下
生存而被称为“复活草”。

然而这并非真正的起死回生，而是
从因极度干燥引起的休眠状态中复苏
过来。“复活草”拥有维管植物典型的植
物形态和生理机制，有助于它在极端干
燥的环境里获取和储藏水分，即使体内
含水量少于 5%，它也能继续存活。此
时它们表面看起来就像枯死了一样。

（环球网）

神奇！沙漠干枯植物
吸水后竟能“起死回生”

最近，在抖音平台里，有一名 90 后
的大连小哥哥颇火，他每发表一篇绘画
作品，都会获得大量关注。

据 悉 ，这 名 大 连 小 伙 名 叫 李 征
达。他的绘画作品之所以关注度高，
是因为他是用牙膏作画。提起用牙膏
作画，李征达笑着说，真的是误打误撞
才发现的。

3 个多月前，他在视频中看到用牙
膏可以将镜子擦得很干净，于是，他就
将牙膏涂在卫生间的镜子上。“我当时
涂的时候就随手画了一个小人，画完
时，觉得也看不出什么，当时正好有事，
我就没来得及把镜子擦干净就走了。”
李征达说，他家的卫生间没有窗户，等
他晚上进卫生间，在开灯和关灯一瞬
间，他诧异地发现，此前在镜子上画的
小人竟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原
本牙膏为白色，但在黑暗中，镜子变成了

白色，牙膏变成黑色的，这样小人的脸部
立体，黑白分明，让人眼前为之一亮。

李征达说，他觉得这种作画方式特
别有意思，经过一个月的调试，才开始
发抖音。“前 5 幅作品都没有那么多关
注度，每天不过 50~100 个赞。”第 6 幅作
品他画了一个钢铁侠的人物肖像，没想
到一下子获得了 50 万个赞，从那开始，
他的抖音一下子就火了起来，短短两个
月就收获了62万的粉丝。 （新浪）

90后小哥哥
买牙膏不为刷牙，神技能
引来2300多万人刷屏

日前，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公安分局
龙坑派出所接到报警，称在播州区龙坑
街道办事处保利街区有一名老人迷路。

民警到达现场后，找到迷路老太。
经询问，这名75岁的老太，平时非常喜欢
玩微信。前不久，她在微信上添加了一
位网友，双方聊得投缘，于是相约见面。

但是，老太来到保利街区后，因小
区太大自己又不熟悉，网友又不肯露
面，老太没见成网友反倒迷了路 。

面对民警询问，老人一时也说不清
自己家住什么地方。最终，民警将老人
信息发至网上，帮其寻亲。一个多小时
后，当地有市民联系派出所，称自己是老
太的儿子，并赶到派出所将老人接走。

“老人平时就喜欢上网玩手机，聊
微信、刷抖音。”老太的家人说。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中午，
老太再次来到派出所，要民警帮她找那
名网友。

自从寻网友不成反倒迷路后，其家
人没收了她的智能手机，给她重新配了
一台只有打电话，发短信功能的“老年
机”，与网友“失联”的老太憋得慌，于
是来到派出所“求助”，民警只得再次通
知其家人把她接回。 （网易）

75岁老太见网友被拒
智能手机还被家人“没收”了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近日，在美
国加利福尼亚州斯托克顿市，38岁的男
子范强为了驱邪，来到邻居家门口，泼洒
柴油并试图点火，好在没有成功。监视
摄像头拍下了这出惊心动魄的闹剧。

监控视频显示，范强高举黄色油桶
往邻居家门口大肆泼洒，随后取出打火
机试图点火，但努力了约 15 秒仍然未
果，最终悻悻离去。令他始料未及的
是，这一切被邻居家门口的监控摄像头
尽收眼底。

女邻居随后报了警，称自己并不认

识范强，也不清楚范强为何要伤害自
己。最终，范强因蓄意杀人罪和蓄意纵
火罪遭到逮捕。

面对警方质询，他说自己仅仅是为
了驱邪。警方说，假使范强用的是汽油，
他很可能已经把自己和邻居家炸了。

（环球网）

惊心！美男子为驱邪
意图纵火烧掉邻居家

根据科研调查的数据，六十年前，中
国人口大约有10%-20%的人近视，到了
2015年中国的青少年中近视的比例高达
90%。2007 年一项美国的追踪青少年 5
年近视发展变化的研究发现，对近视造
成最大影响的，除开遗传因素之外，就是
青少年每天花在户外阳光下的时长。

2009 年德国与中国学者在广州一
小学的合作研究，也有相似的结论。预
防近视最有效的方法是让孩子们多在
户外活动，让眼睛暴露于自然光线下。
最好的户外光线大约需要至少 1 万勒
克司的光线强度，才有最大的保护眼睛
视力的作用。而室内即便灯光通明，也
只大概有500 勒克司的光线。 （新浪）

90%的中国青少年这个
近视原因你很难想到

据报道，美国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
女子德博拉·布朗买了 30 张彩票均中
奖，奖金共计人民币101 万元。

据了解，德博拉先买了 20 张彩票，
之后又追加了 10 张，投注号码均为 1-
0-3-1。德博拉说：“那天，这组号码在
我脑子里出现了好几次。”令她惊喜的
是，当晚开奖号码就是这组号码。德博
拉买的 30 张彩票都中了头奖，奖金共
达人民币 101 万元。领奖时她告诉弗
吉尼亚彩票中心的工作人员：“我简直
要心脏病发作。” （环球网）

美女子冥冥之中猜对中奖号
买30张彩票全都中头奖

3 月 16 日（周六）上午，泰
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邀请 3 位上
海专家来院坐诊。每位专家限
号 25 个，诊疗费与泰州市第二
人民医院专家门诊一样。预约
电话：0523-88113101。

消化科：汪余勤
医院：新华医院
长期从事临床消化疾病的

诊疗工作，在消化疾病的营养
调理、疑难胰胆疾病的诊断与
治疗方面有丰富经验，擅长经

内镜逆行性胆胰管造影（ER-
CP）、消化内镜的检查与治疗
（包括胆总管结石取石、囊肿、
狭窄引流）。目前担任《实用
肝脏病杂志》编委，《实用医学
杂志》和《中华临床医学杂志》
审稿专家。

疼痛科：马辉
医院：第二军医大学第三

附属医院
拥有骨外科专业和康复医

学专业双资格证书，提倡骨科

疾病一站式阶梯治疗新模式。
擅长脊柱畸形、脊柱肿瘤、脊
柱外伤、脊柱结核、颈椎病等
脊柱伤病的手术治疗与康复，
尤其擅长腰椎间盘突出症、腰
椎 退 变 性 疾 病 、腰 椎 管 狭 窄
症、腰椎滑脱症的无创及微创
手术治疗，可熟练运用椎间孔
镜技术、椎间盘消融技术、神
经射频技术、神经阻滞技术、
影像或超声引导下硬膜外阻滞
技术等微创治疗方法治疗上述

骨科疼痛性疾病，有效率 95%
以上。另擅长超声引导下狭窄
性腱鞘炎松解术，精准松解，
无需缝合伤口。

骨科：王欣
医院：上海同济大学附属

同济医院
长期从事创伤骨科的临床

工作，在创伤骨科、修复重建
外科以及骨科畸形愈合矫形
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擅
长四肢复杂骨与创伤的治疗

和四肢软组织缺损修复重建，
特别在老年骨折和肩、肘关节
周围骨折的治疗方面有丰富
经验。先后入选“上海市优秀
青年医师培养计划”和“同济
医院后备人才计划”。主持参
加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获
国家专利五项，发明成果分别
获得上海市优秀发明选拔赛
职工技术创新成果金奖和优
秀发明选拔赛铜奖。近年来
共发表文章 2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约 10 篇，参编专著多部，
参译“格莱比皮瓣百科全书”1
部。作为访问学者曾赴美国
最佳医院之一的哈佛大学医
学院麻省总医院（MGH）学习
交流。

3月16日，3位上海专家来市二人医坐诊
主要诊疗消化科、疼痛科、骨科疾病

今年的 3 月 14 日是第十四届世界肾脏病日，市第二人民医院肾内科举办义诊、
科普讲座等系列健康公益活动，免费为市民测量血压，发放疾病防治宣传手册，讲
解肾脏病检测和预防知识，进一步提高市民对肾脏疾病的认识，共同维护肾脏健
康。图为义诊现场。 刁晓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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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本 报 讯（记 者 范 前
锋 通讯员 吴健生）“真
的是太感谢他们了，没有他
们的帮助都不知道怎么拆
除这个沼气池。”日前，梁徐
镇东官村 6 组村民许年官在
翻建房屋时，不知如何处理
一个以前建成的废弃沼气
池，便拨打了 12345 行风政
风热线电话，求助成功。

3 月 13 日上午，区发改
委副主任柳泽友带领相关
职能科室和村工作人员到
现场察看。该沼气池呈圆
形，直径约 1.2 米，建于上世
纪 80 年代，已经废弃多年。
目前，村民许年官因为要翻
建房屋，需要拆除沼气池。

了解相关情况后，柳泽
友和大家现场商量制定了拆
除方案，决定通过导气管安
全地排空残留沼气，待池内
无压力差后打开活动盖，用
专业工具抽空排干池内的剩
余料液，最后用村民老许家
翻建房屋的碎瓦砖块填埋处
理。他们当天就彻底解决了
村民许年官后顾之忧。

“村里每年都开展相关
宣传活动，让我们了解到私
自拆除沼气池存在巨大的
安全隐患。”村民许年官说，
为了安全起见，他才拨打了
12345 行风政风热线。

“私自拆除沼气池具有
很大的风险。”区发改委农

能科负责人说，废弃沼气池
如果长期不处理，会造成池
壁破损或者管道老化，流出
的废液如果渗入地下，会对
土 壤 和 地 下 水 源 造 成 污
染。如果贸然打开活动盖
自行拆除的话，池内积聚的
大量甲烷气体容易使人中
毒，酿成安全事故，特别是
在夏季高温天气，遇到明火
甚至会发生爆炸。

近年来，由于安全意识
淡薄，存在麻痹、侥幸心理，
私自拆除沼气池导致人员
伤亡的事故在全国范围内
屡见不鲜。如果群众有拆
除沼气池的需求，可以像村
民老许这样，主动联系区发

改委。区发改委将安排专业
人士上门，帮助村民安全拆
除沼气池，杜绝事故发生。

据柳泽友介绍，区发改
委高度重视沼气安全工作，
认真落实“安全第一、预防
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始
终把排查问题当成事故来
分析、把隐患当成事故来对
待 、把 苗 头 当 成 事 故 来 处
理，多次组织相关镇区、企
业开展沼气方面的安全培
训，定期检查各类大中型沼
气工程和户用沼气，对检查
出的安全隐患加强跟踪、监
督 整 改 ，坚 决 消 除 安 全 隐
患，切实保障我区农村能源
安全建设和生产使用。

村民翻建房屋时为废弃沼气池所困扰，拨打12345行风政风热线电话后

区发改委积极作为彻底解决村民后顾之忧

新闻集粹

3月11日，我区2019年高考体检工
作顺利完成。今年，全区参检考生6977
人，整个体检工作分三阶段进行。

（姜教轩）
3 月 13 日下午，我区召开 2019 年

学业水平测试必修科目考试考务会。
（姜教轩）

娄庄镇在三号河集镇段安装水
环境保护宣传牌，倡导村民提高文明
意识，自觉保护河道
生态环境。（蒋存明）

区科技局获省
知识产权局通报表扬
连续16年被评为
知识产权工作成绩突出单位

本报讯（通讯员 姜科轩）2 月 1 日，
江苏省知识产权局发文对成绩突出的单
位和个人予以通报表扬。区科学技术和知
识产权局获得2018年度江苏省知识产权工
作成绩突出单位、2018年度江苏省知识产
权行政执法工作成绩突出单位、2018年度
江苏省知识产权政务信息工作成绩突出
单位3项荣誉。迄今为止，区科技局已经
连续16年被评为知识产权工作成绩突出
单位。

2018 年，我区知识产权工作以实施
知识产权战略为主线，紧抓提升万人发
明专利拥有量这个主目标，突出加强知
识产权管理运用，坚持整体推进、全面提
高、狠抓落实，全面提升我区知识产权创
造、运用、保护和管理的能力和水平。引
导专利量质齐升，鼓励专利有效产出，全
区发明专利申请量达 2828 件，同比增长
34.67%，发明专利授权量达 196 件，同比
增长 110.75%。截至 2018 年底，全区万人
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12.1 件；积极开展执
法检查，打造优良营商环境。坚持打击
与防范相结合、专项行动和日常监管相
结合、重点整治与营造环境相结合的原
则，全年开展专利行政执法检查 5 次，并
将检查对象延伸到乡镇，查处假冒专利
案件 117 件，调处专利纠纷 17 件，均已办
结且督促商家整改完毕；加大宣传培训
力度，营造浓厚舆论氛围。一方面，以

“4·26”知识产权宣传周等重大活动为契
机，开展知识产权系列宣传活动，提升全
社会知识产权接受程度；另一方面，及时
撰写知识产权有关工作的信息报道，广
泛宣传专利知识，在省知识产权局网站
刊登5篇信息报道。

省委宣传部考察我区
乡镇电影院建设工作

（上接1版）根据各个乡镇特
点，因地制宜地采取多种多
样的筹建模式；适当加大财
政 扶 持 力 度 ，找 准 资 金 引
导和市场主体作用发挥的
结 合 点 ，共 同 推 进 乡 镇 影
院建设。

全省农机质量发展
年会在我区召开

（上接1版）要坚持把抓好农
机化质量工作，作为服务乡
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的重要
举措、作为推进农机装备产
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手段、作
为加快农机化发展进入新阶
段的重要技术支撑，打造我
省农机高质量品牌，促进农
机 化“ 四 个 质 量 ”协 调 发
展。沈毅同时要求各级农
业农村部门围绕我省农机
化“一项行动、两大工程”，
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
需求导向，以创新为引领，
健全协同机制，发挥系统优
势，强化事中事后监督，深

入推进农机化质量监督能
力建设，全面提升农机化质
量工作水平。

会上，中国农业机械化协
会会长刘宪作《农机新政与

市场分析》讲座；农业农村
部农机试验鉴定总站处长
刘博作《农机鉴定制度改革
和质量监督简介》讲座；省
农业农村厅农机行业发展

处处长孙俊华介绍 2019 年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情况；省
农机试验鉴定站站长马立
新通报 2018 年全省农机质
量调查、投诉处理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