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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镇这款纸胶带堡镇这款纸胶带
让老街让老街““活起来活起来””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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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季佳倩

夏季中午地表温度高达四十
多度，出门五分钟，汗流两小时。
在这么热的天气里，是极容易中暑
的。不过中暑也不可怕，刮痧急救
简易方便，如果身边有人中暑了，
就给他刮拭以下穴位吧！

大椎穴在脊柱区，第七颈椎棘
突下凹陷中，后正中线上。简易取
穴法：正坐低头，脊柱在脖子处就
会出现凸起，其中最大的凸起下方
就是本穴。中暑是因为感受暑热
之邪，闭塞清窍，清升浊降失疗，导
致阴阳气血失和。大椎穴有调和
阴阳之功，清热解表，所以可治疗
中暑。

委中穴属足太阳膀胱经，位于
膝盖弯曲时膝盖后的凹陷里。委中
穴是膀胱经的合穴，膀胱经的两条
支脉在此穴处相合，所以在此处刮
痧可通经活络，活血化瘀，清热凉
血，定志安神。

尺泽穴在肘区，肘横纹上，肱
二头肌腱桡侧凹陷中。取穴时先
将手臂上举，在手臂内侧中央处有
粗腱，腱的外侧外即是此穴。在此
处刮痧可调理肺气，清热和中。

上述操作后，若条件许可，可
给予刮痧者清凉饮料，帮助中暑者
恢复，绿豆汤、西瓜汁都是很好的
选择。多数病人刮后就可以感到
头脑清醒，但如病情较重或刮痧无
效者，应及早找医生诊治，以免耽
误病情。

大椎穴

委中穴

尺泽穴

□ 中医中药网

酷夏中暑
穴位刮痧来急救

炎炎夏日，不少市民会在出门前
涂抹上防晒霜。但尽管如此，还是难
免会晒黑，这又是为何？原来在使用
防晒霜的同时，市民更需要用物理方
式遮蔽阳光来达到防晒的目的，如使
用防晒伞、帽子、防晒衣及墨镜等。
其中，撑伞的遮蔽面积最大，但并非
所有伞都有良好的防晒效果。因此，
挑选一把防晒伞也大有学问。

相关部门曾用没有涂层的普通
防晒伞、涂有银色防紫外线涂层的防
晒伞、涂有黑色防紫外线涂层的防晒
伞进行过一次实验。将上述三款防
晒伞各选取两处不同区域的伞面，放
在纺织品紫外线测试仪检测探头处，
放置约二十秒后，仪器检测出该防晒
伞的 UPF和 UVA的数值。

UPF 指的是紫外线防护系数值，
而 UVA指的是长波紫外线。

实验结果显示：没有涂层的普通
防晒伞，两处伞面测出的 UPF 值为
18.79 和 15.09，UVA 数值为 15.09%和

17.7%。涂有银色防紫外线涂层的防
晒 伞 ，两 处 伞 面 测 出 的 UPF 值 为
191.12 和 137.82，UVA 数 值 为 1.17%
和 1.51%。涂有黑色防紫外线涂层的
防晒伞，两处伞面测出的 UPF 值都是
500+，UVA数值都是 0.01%。

据了解，根据国家质检总局颁布
的《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规
定，只有当防晒伞的 UPF 值大于 30，
并且 UVA 的透过率小于 5%时，才能
称之为“防紫外线产品”，这两个条件
缺一不可。

而在此次实验中的三把防晒伞
中，带有防晒涂层的防晒伞的 UPF 和
UVA 数值都达到了合格范围，没有涂
层的普通防晒伞是不合格的“防紫外
线产品”。

因此，市民在购买防晒伞时一定
要注意以下五点：

常见的能够满足防晒要求的伞
布面料主要有：PG 布，涤纶，色胶，银
胶，珠光布（珍珠胶）。

面料推荐黑胶布和 PG 布，选择
黑色内层的，比较稳定，抗紫外线性
能好，不易脱落，遮光的同时有良好
的隔热效果。

织物越紧密遮阳效果越好，薄而
稀疏的织物阳光很容易透进来，达不
到遮阳的效果。

判断织物疏密可以在晚上找一
盏光线比较强的台灯，关掉室内其他
光源，将伞顶贴近台灯，看看隔着伞
布能看到多少亮光。

同等条件下，伞面颜色越深，抗
紫外线的性能也越好。黑色的伞透

光率最低，可以带来的荫蔽更大更
强。同时，由于波长的关系，浅色织
物更容易吸收紫外线。所以还是选
择深色较好。

尽 量 选 择 全 钢 的 ，经 过 防 锈 处
理，抗腐蚀性更佳。

挑选防晒伞时，要注意到在伞上
是否有个表面抗UV的卷标，如果没有
明确标示，店家再怎么忽悠也别信。

同 时 ，市 民 最 好 不 要 将 防 晒 伞
当雨伞用，因为主流防晒伞仍然多
数 采 用 涂 胶 层 的 方 式 来 阻 断 紫 外
线，虽然不断革新技术采取防水措
施，但是经常淋水，特别是含有酸腐
蚀性的城市雨水，还是多多少少会
影响遮阳效果的。 □ 记者 沈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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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一把合格的防晒伞主要看哪些？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本土旅游企
业参与绿港村旅游建设，影达传媒的
低空飞行小镇、华电集团的“渔光旅”
等时下最“潮”的旅游项目，也很有可
能在绿华镇和绿港村落地。

有好的旅游资源，也有大型旅游
企业参与，绿港村同样不缺富有本土
特色的旅游纪念品，最具代表性的是
翠冠梨和柑橘。绿港村翠冠梨种植面
积超过 800 亩，从 7 月中旬起，翠冠梨

陆续上市。绿港村有条不成文的规
定，种植户的翠冠梨糖度达到 13 度以
上，才能够进行销售。这里的农户更
喜欢把翠冠梨叫作“82梨”，意为 8月 2
日左右采摘最好吃，“82”也是崇明话
里“8 两”的意思，绿港村的翠冠梨普
遍在 8 两以上。此外，绿港村柑橘种
植规模达到 1700 亩，近年来通过精细

化种植和引进柑橘新品，柑橘口碑逐
年提升。除了鲜果，制成包装精美的
水果冻干、水果酒等深加工产品，成为
游客方便携带的伴手礼，也是绿港村
未来的计划之一。

有美食有美景住得好玩得好，这
样一个村子，既留得住游客，也能让农
民有钱赚。

让游客留得住农民有钱赚

中兴镇的湿垃圾运输车采用了新
型号，直接运输整桶垃圾，每辆车可装
8 桶。“这样就免去了垃圾倾倒的过
程。湿垃圾中不可避免会存在污水，
如果用普通的垃圾车，很容易在收集
和运输过程中发生渗漏。”朱胜帮说。

自 7月 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
条例》正式施行以来，中兴镇大力推进
定时定点投放垃圾，中兴村就是该镇
定时定点做得较好的村之一。“刚开始
村民会有些不适应，我们就挨家挨户
上门宣传指导，现在，村民们都很支

持。”中兴村相关负责人朱俊杰说。
中兴村每个生产队设立 2 至 3 个

投放点，保证大部分村民步行 200 米
即可到达，每个点配一名志愿者。“有
时候老百姓分得不够细致，工作人员
上门收集后，仍需进行辅助分拣。因
此我们就通过志愿者手把手指导，让
老百姓把垃圾分类做得更好。”

中 兴 镇 市 容 所 还 制 订 了《垃 圾

分类镇对村考核办法》《湿垃圾处理
站管理方案》《湿垃圾处理站操作规
程》，修改完善了《保洁员管理考核
规定》《垃圾分类督查制度》等一系
列制度措施，让全镇垃圾分类工作
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镇市容所每
周开展定期检查和临时抽查，并采
取跟车检查等措施，督促垃圾分类
工作做到位。

崇明已到了发展的关键阶段，
重实绩是必须的。重实绩，就是比
谁干的实事多，谁出的实效多。就
是要形成以实干促发展的工作状
态，形成敬事为民的崇高追求、百折
不挠的奋斗精神，以舍我其谁的责
任担当，多打造生态精品、传世政
绩。重实绩，就是要消除碌碌无功
的“伪工作状态”和制造干扰的“负
工作状态”，克服贪图安逸、华而不
实、坐而论道的不良倾向，在崇明形
成常思实干之责、常谋实干之策、常
聚实干之力、常求实干之效的良好
氛围。重实绩，就是要坚持以效果
为导向的工作标准，坚持以经济发
展的质量看实绩、以项目推进的速
度看实绩、以创新成果的效益看实
绩、以破解难题的多少看实绩、以服
务群众的实效看实绩，使各项工作
都能落地见效、开花结果。

梦想是拼出来的

把好“源头”和“末端”关
（上接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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