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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一场雨水“突袭”

广州。 昨日下午 3 时 30 分左右，

广州大道中一带的公交车、立交

桥和树下挤满了躲雨的人。 气象

部门提醒，各位街坊出门还是记

得带伞，防备雨水偷袭。 预计，16

日又有一次大雨降水过程，17 日

降雨暂歇，转为多云天气。

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强

降水仍较频繁，雷雨时局部伴有

8 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 具

体预报如下：15 日白天， 粤西市

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雷雨

时局部伴有 8 级以上短时大风，

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 有阵雨；

大部分市县早晚有

（轻）

雾；15 日

夜间到 16 日，粤北、珠江三角洲

市县和粤东的部分市县有大雨

到暴雨，其余市县有中雨局部暴

雨；雷雨时局部伴有 8 级以上短

时大风。

广州今日阴天， 有

（雷 ）

阵

雨，气温介于 19℃~24℃之间，吹

轻微的偏东风；明日阴天，有大

雨，气温介于 20℃~24℃之间，吹

轻微的偏东风；17 日， 阵雨转多

云，气温介于 21℃~28℃之间。

黄熙灯

有嘢到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风湿

免疫科将于 4 月 20 日举办“420 全民

关注痛风日”活动，为广大市民朋友

提供痛风与高尿酸血症义诊，并现场

提供指尖血尿酸免费检测。 确诊痛风

患者将由专家“一对一”指导如何锻

炼和饮食控制，欢迎痛风、高尿酸血

症患者前往咨询。 据介绍， 我国把每

年的 4 月 20 日定为“全民关注痛风

日”， 目的是让大家牢记高尿酸血症

的诊断标准：420μmol/L。

黄艳 张阳

@痛风患者，本周六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有义诊

每年 4 月的第二个星期

六，被设定为“全国爱鼻日”

———全国性的鼻科疾病宣传

日。昨日上午，由中山大学附

属第三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

科举办的主题为“呵护鼻腔，

享受健康呼吸”的“爱鼻日”

公益活动在中山三院门诊 6

楼开展。通过专题演讲、教授

现场义诊及有奖互等方式进

行， 吸引了众多市民群众参

与。 记者了解到，目前，大约

每 5 个人中就有 1 个过敏性

鼻炎的患者， 但有 70%的过

敏性鼻炎患者当作感冒来

医， 这样不但耽误病情还影

响疗效。

据介绍， 目前过敏性鼻

炎还无法根治， 治疗主要还

是依赖药物，比如激素、抗过

敏药物。除了药物治疗外，中

山三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结合自身实践经验， 通过按

摩相关穴位的方法摸索出了

“鼻保健操”， 通过按摩包括

风池、百会、太阳、应堂、清明

以及迎香等穴位， 舒缓过敏

症状。

黄艳 周晋安 甄晓洲

别把过敏性鼻炎当感冒医

晨早

一叮

记者昨日从白云机场发布获悉，4

月 23 日起， 芬兰航空将转至白云机场

T2 运营， 已购买该航线机票或者准备

购票的旅客，切记不要走错航站楼。 芬

兰航空广州=赫尔辛基航线每周运营 8

班， 其中广州-赫尔辛基每周四班，时

间为周二、四、六、日，该航线将使用空

中客机 A350。 据悉，芬兰航空公司运营

飞往欧洲、 亚洲以及北美洲的航班，不

仅可飞往芬兰及北欧目的地，还覆盖了

欧洲其他目的地。从广州搭乘芬兰航空

前往芬兰仅需 10 个小时， 前往北欧仅

约 12 个小时， 前往其他欧洲目的地仅

需 14~16 个小时。

成小珍 赖新旖

芬兰航空 23日起转 T2运营

知多D

什么是过敏性鼻炎？

过敏性鼻炎是有过敏体质的患

者接触到环境中的过敏原后出现一

系列的过敏反应，表现出鼻塞、喷嚏、

流涕、鼻痒等鼻部症状。 过敏性鼻炎

的出现必须符合三个必要条件，首先

你必须是有过敏体质

（遗传）

，其次，生

活的环境必须存在过

敏原， 第三必须和过

敏原进行亲密接触，只

有符合上述条件你才会

在某一时候

（比如感冒后）

出现过敏性

鼻炎。

如何辨别过敏性鼻炎与感冒？

感冒患者病程短，一般 7～10 天，过敏

性鼻炎病程较长， 且呈季节性或常年性发

作。 从打喷嚏进行判断，感冒会打喷嚏，但

次数并不多， 更不会连续打十几个甚至几

十个； 而过敏性鼻炎的症状之一就是连续

打喷嚏。流清鼻涕也是症状之一。从感冒伴

随的症状来看， 流清鼻涕一般出现在感冒

初期，而且量并不会很多。而过敏性鼻炎恰

恰相反，伴随着打喷嚏会有大量鼻涕，同时

还伴随鼻痒等。

如何缓解和预防过敏性鼻炎？

在生活中避免接触过敏原，减少和预防

感冒， 一旦感冒要尽快治疗等。 而给鼻子

“洗澡”，对预防过敏源鼻炎很有帮助。 在临

床上大量的研究显示， 用盐水进行鼻腔清

洗， 等够清除吸入鼻腔的过敏原和病毒，保

持鼻黏膜湿润。 据介绍，通常是用接近体温

或冷的生理盐水， 可以在家中自行调配，将

3 克的精盐

（最好用不含碘的食用盐 ）

加入

300ml 的温水中即可；或者将 2 克的精盐和

1 克的小苏打加入 300ml 的温水中也可以。

义诊安排

时间：

2019 年 4 月 20 日

（星期六）

上午 09：00~11：00

地点：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院本部门诊大楼一楼大厅

（广州市越秀

区沿江西路

107

号）

专家：

风湿免疫科戴冽教授、郑东辉副教授、韦秀宁主治医师、李谦华主

治医师、梁锦坚主治医师、陈乐锋医师、彭丽琴医师等专家团队

内容：

痛风与高尿酸血症义诊，现场提供指尖血尿酸免费检测。 确诊痛风

患者将由专家“一对一”指导如何锻炼和饮食控制。

今天是第125届广交会开幕第一天。

希望广大市民在展会期间能遵守临时交

通安排，每天7点到20点不要开货车进入

展馆禁行区域， 同时尽量使用公共交通

工具出行，缓解广交会的交通压力。

信息时报记者 陈引 摄

———广交会执勤交警张赞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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