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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空气来袭，未来三天雨水扎堆
气温低迷谨防感冒，大家注意保暖

晚报讯 用南通人的话说，昨
天我市一直在喷雨，早上喷得猛，中
午喷得细；要说气温，也在雨势的夹
击下， 升温乏力， 当天市区最低温
14.6℃，最高17.5℃。 气温掉到20℃
以下，凉就一个字，外出单穿一件衬
衫已经有点挡不住寒，保暖起见，秋
装要发挥作用了。
渐入深秋，不外乎那句
“
一场秋
雨一场凉”，来看新一周，雨水扎堆，

气温低迷，前半周多阴雨天气，预报
显示，16日阴有阵雨， 局部雨量较
大；17日阴有小雨；18日阴有小雨并
渐止。特别要注意的是，昨天夜间到
明天，台风北上登陆，近地层水汽条
件好，我市降水明显，周一上班，为
防路上遇
“堵”，大家要尽早出门。
后半周，就目前看，预报称，以
云系变化为主，气温略有起伏。具体
表现为，19日阴到多云；20～22日多
云。 在此期间，天气转好，气温也会
有所上升， 新一周的高温极值将出
现在20日和21日的白天。
不过总的来说， 新一周的平均
气温较往年同期偏低，大约在17℃~
18℃上下。 市气象台已于昨天发布

大风警报， 受冷空气和台风卡努外
围云系影响，15日夜里至17日我市
东北风力较大， 最大风力将达到陆
上5~7级，沿江江面6~8级、沿海海面
7~9级。 在此期间，副高减弱南退，冷
空气也会乘虚而入，周二、周三我市
降水持续，以小雨为主，气温较低，
要注意保暖，谨防感冒侵袭哦。
【今明后三天天气预报】16日：
阴有阵雨， 局部雨量较大， 东北风
5-6级阵风7级，17℃~19℃；17日：
阴 有 小 雨 ， 东 北 风 4-5 级 ，17℃
~19℃；18日：阴有小雨并渐止，偏北
风3-4级，16℃~18℃。
记者李彤 实习生袁晓露
（合作单位：南通市气象局）

特别提醒

全球洗手日，你的孩子学会正确洗手了吗？

勤洗“如来掌”，“手”挡病菌侵
晚报讯 昨天是第十个是“全
球洗手日”，世界卫生组织设立这个
节日旨在呼吁全世界通过“洗手”这
个简单但重要的动作， 增强卫生意
识，以防止感染到传染病。在这个特
殊的日子里， 市二院专门拍摄洗手
视频， 呼吁家长重视孩子的洗手问
题，避免患上皮肤病、眼病、肠道寄
生虫病等。
手是人类接触世界最多的身体
部位，也最容易沾上各种病原菌，所
以人们常说“饭前便后要洗手”，但
事实上很多人还是难以做到， 特别
是小朋友们小手闲不住， 哪儿都想
摸一摸， 然后再用这双小脏手抓食
物、揉眼睛、摸鼻子，病菌就会趁机
进入宝宝体内。 市二院儿科副主任
陈金安介绍， 临床上不少小朋友就

是因为手的不卫生，引起了呕吐、腹
泻、腹痛等症状，严重的还会导致肺
炎、脑膜炎、肝炎、细菌性痢疾等疾
病。 据统计，每年全球有超过350万
儿童因为腹泻和肺炎无法迎来他们
的5岁生日，肺炎与腹泻这两种疾病
已成为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的主要原
因。在
“
全球洗手日”到来之际，陈金
安呼吁： 父母一定要重视孩子小手
的干净！ 正确的洗手能挽救上百万
儿童的生命。同时，洗手还能预防皮
肤、眼部感染、肠道寄生虫病等。
那什么是正确的洗手呢？陈金安
推荐
“
七步洗手法”：第一步：洗手掌，
流水湿润双手，涂抹洗手液（或肥皂），
掌心相对，手指并拢相互揉搓；第二
步：洗背侧指缝，手心对手背沿指缝
相互揉搓，双手交换进行；第三步：洗

掌侧指缝，掌心相对，双手交叉沿指
缝相互揉搓；第四步：洗指背，弯曲
各手指关节，半握拳把指背放在另一
手掌，双手交换进行；第五步：洗拇
指， 一手握另一手大拇指旋转揉搓，
双手交换进行。第六步：洗指尖，弯曲
各手指关节，把指尖合拢在另一手掌
心旋转揉搓，双手交换进行；第七步：
洗手腕、手臂，双手交换进行。
对于市面上各种除菌皂， 陈金
安表示， 除菌抑菌一般是商家打的
宣传噱头。真正的健康，只要是流动
水＋洗手液＋勤洗手， 就能预防疾
病。 此外，他还特别提醒：除了饭前
便后要洗手外， 从一些公共场所如
医院、 商场等人流量较多的地方回
来后，以及接触钱币之后，都要及时
洗手。 通讯员冯健 记者冯启榕

关灯玩手机？ 小心短暂失明！
医生呼吁：年轻人注重用眼健康
侦剧很火，就天天追，而且晚上关灯
看更有感觉。 ”几天前的晚上，她正
在手机上看电视剧， 突然发现自己
的左眼越来越模糊， 到最后完全看
不见了， 她吓得闭着眼睛缓和了十
分钟才渐渐恢复过来， 第二天就赶
紧请假来看医生了。
王雪萍告诉记者， 这种暂时性
“失明”在“手机控”中比较常见，主
要原因是由于长时间同一姿势导致
眼底供血不足。 另外长时间黑暗中
看手机，还会导致青光眼、近视度数
加深，甚至还会导致眼睛黄斑变性。
一般黄斑变性中老年人才有， 但近
几年来年轻患者也逐渐增多， 就是
因为长时间对着手机， 特别是看屏

幕小、 亮度高的手机， 眼睛更易受
伤。 她建议， 夜里看电视或者玩手
机，一定要开灯，并且，每一个小时
就起身活动一下，转移视线，让眼睛
不要过度疲劳。
王雪萍还告诉记者， 这个月门
诊上还遇到年轻女孩因为长时间佩
戴隐形眼镜懒得摘掉而导致的短暂
性失明。“当时她有长期佩戴隐形眼
镜睡觉的习惯， 早上起来眼睛睁不
开，家人送过来，我们发现她的眼角
膜已经溃疡非常严重了。”她建议大
家在配镜前到专业的眼科进行检
查，“有结膜炎、 角膜炎以及黏附综
合征等症状的患者都不适宜佩戴隐
形眼镜。” 通讯员冯健 记者冯启榕

功夫了得 更盼传承
提起剪刀， 人们都知道有个
张小泉”。南通地区的大厨们都知
“
道，厨房用的菜刀要数通州的“刘
刘桥菜刀”制作
桥菜刀”最好用。“
技艺距今已有110多年的历史，是
南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今年75岁的马春芳是“刘桥
菜刀”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
“打铁”是个苦脏累工种，干了一
辈子“
铁匠”的马春芳本该提前退
休， 然而他至今仍在菜刀作坊里
忙碌。
“我的爷爷、几个叔叔都是铁
匠，整个家族做铁匠的人可以坐上
好几桌。”马春芳介绍，他出生于刘
“
刘
桥地区的一个铁匠世家。 作为
桥菜刀”的第三代传人，马春芳在
自己600多平方米的简陋瓦房里
60年如一日， 与通红的炉火和叮
叮当当的打铁声相伴度过。
一块九两的生铁， 在经过23
道工序的打磨锻造后， 最后的菜
刀净重只有六两， 从三层厚的生
铁锻造出铁和钢一层嵌合的菜
刀，里面倾注的不仅是娴熟技艺，
更是十足的耐心和情怀。
谈起刘桥菜刀的选料， 马春
芳指着作坊一角堆放的铁块介
绍：“一定要选用60号碳结钢和
A3型铁， 这样才能保证菜刀锋
利、耐磨、经用。 ”而在制坯阶段，
马春芳会不厌其烦地在2800℃至
3000℃的温度下对刀坯进行敲打
和回炉， 把三层厚的生铁合成一
层的薄度，留出1厘米的钢。 接下
来的整形、打磨、抛光等工序，对

菜刀的美观和锋利程度至关重要。
经过四五次打磨抛光， 四五次手工
劳作，一把把锋利的菜刀得以诞生。
“菜刀的整形需要对模型进行剪切，
我这里随地都是模型。”马春芳指着
地上的一堆菜刀模型说。
对于流水线上大批量生产菜刀
的方式，马春芳也有所了解，并且也
到外地的工厂参观过。不过，他对自
己菜刀的使用性能非常自信：
“用过
的人都知道， 我们的刀比工厂化生
产的刀好用多了。 ”近年来，他也购
置、改装了空气锤等机械设备，以减
轻劳动强度，提高效率。
2012年6月，
“
刘桥菜刀”被列入南
通市第三批非遗文化名录，
“
刘桥菜
刀”开始声名远扬。 然而，假冒伪劣产
品也开始出现。 为了便于顾客辨别，
马春芳注册了
“
刘桥”商标，并在菜刀
上打上“刘桥”字样，还请人设计了
印有非遗证书的牛皮纸包装袋。
高峰时期， 马春芳的铁匠铺每
年生产出几万把菜刀， 购买菜刀需
要提前预订。然而，目前的年产量只
在一万把左右，不是销路不好，而是
因为人手有限。“本来有20个帮工，
但因为工资太低，活太苦太累，大多
数已经辞职不干了。”由于仅剩下两
三个帮工， 马春芳只好戴上老花镜
亲自上阵。有时候，他的老伴也会帮
忙做些简单的工序， 跟着他敲敲打
打。马春芳介绍，他的女婿从事瓦工
工作，不愿意接班，社会上的年轻人
也嫌干这一行太苦。马春芳希望，具
刘桥菜刀”制作技艺
有百年历史的“
能够传承下去。 本报记者冯宏新

让孩子们快乐动起来
市运会中小学部快乐体操比赛举行

快
乐
体
操
比
赛
现
场

。

晚报讯 昨天是国际盲人节，又
“
致力于盲症防
叫白手杖节，其宗旨是
治，提高盲人福利，使盲人能完全平
等地参与社会活动。”昨天，值此国际
盲人节，市二院眼科副主任王雪萍呼
吁年轻人一定要注意用眼健康， 现在
年轻人的短暂失明现象时有发生！
不久前，26岁的市民小王近期
因为眼睛曾短暂性失明十分钟来到
南通二院眼科就诊， 经王雪萍问诊
发现， 小王是个十足的“低头族”、
“手机控”， 每天除了白天对着电脑
工作外，其余的时间，除了吃饭和睡
觉，基本上都是在看手机，特别是夜
里，小王到家懒得开电脑，就经常躺
在床上用手机看视频。“最近几部刑

马铁匠60年如一日制作“
刘桥菜刀”

记
者
李
波
晚报讯 “
我觉得参加这项
运动让我很开心，既能锻炼身体，
还能认识更多的小朋友。 ”8岁的
启东实验小学二年级的盛心怡小
朋友开心地说。14日下午，南通市
第十一届运动会暨第二届全民健
身运动会中小学生部快乐体操比
赛在南通大学体育馆举行。 比赛
共分为幼儿组、儿童组两个大组6
个单项， 来自全市12所小学和幼
儿园的433名运动员和教练员参
加了比赛。江苏省体操队领队、省
体操协会秘书长黄旭出席了当天
的活动。
“今天我们学校派出33名小
选手参加了儿童男子、 女子及混
合徒手操的比赛， 今年市运会第
一次增设这项运动， 这为孩子们
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展示平台。”带

队参加这次比赛的实验小学教学处
副主任陆佳告诉记者。
“
体操是运动之父，快乐体操区
别于传统的竞技体操更适合小朋友
参与， 它能够训练孩子的灵活性、
协调性、柔韧性，提高孩子的基本
身体素质。 ”黄旭在观看完比赛后
说，“这次比赛很成功，我对这项运
动在南通进一步推广开展很有信
心，希望南通市的各个部门能够加
大推广力度，让更多的孩子通过快
乐体操这个运动呈现出更为精彩的
人生。 ”
最终启东市和睦幼儿园囊括了
幼儿组男子、女子、混合徒手操的第
一名。 南通市实验小学获得了儿童
组男子徒手操的冠军， 通州区通州
小学获得了儿童组女子及混合徒手
操的冠军。
记者李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