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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民生资讯

星期五：多云间晴，局部有短时
阵雨27℃-33℃。
星期六：多云间晴，局部有短时
阵雨28℃-33℃。
星期日：多云，有阳光，局部有
阵雨或雷阵雨28℃-33℃。

◆珠海未来3天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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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指数 不易发 无需担心
过敏问题，可以尽情享受生
活。
感冒指数 不易发 气温回升，
感冒几率较低。
紫外线指数 强 建议涂搽
SPF15-18、PA++的防晒护肤
品。
空气污染指数 良好 气象条
件有利于空气污染物扩散。
舒适度指数 不舒适 白天气
温高，早晚比较热。
交通指数 良好 气象条件良
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

【浴场预报】
海滨泳场：浪高 0.5 米，水温

29.2℃，雷雨天气，不适宜游

泳。

东澳岛南沙湾：浪高0.9米，水

温29.0℃，雷雨天气，不适宜

游泳。

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

有阵雨或雷阵雨

温度：26℃-32℃

湿度：70%-95%

风向风速：西南 陆地3级

【航线预报】

九洲港至蛇口航线：有轻到中

浪，海况良好，适宜乘船出行。

香洲港至外伶仃航线：有轻到

中浪，海况良好，适宜乘船出

行。

香洲港至万山航线：有轻到中

浪，海况一般，乘船出行需预

防晕船。

【各类生活指数】

◆珠海陆地天气

幼童误吞纽扣电池半月
医生创新治疗成功救治
专家提醒家长：妥善保管纽扣电池以防小孩误食

本报讯(记者刘联)近
日，中大五院消化内镜中心
从珠海一名1岁半女童的食
管 处 取 出 了 一 枚 直 径 约
22mm的金属钮扣电池。

据悉，该女童因发现异
物5小时后在外院就诊，行
胸片检查提示食管异物，随
后转入中大五院消化内镜中
心就诊。

“我们追问病史发现小
孩纳差半个月。”医院消化内
镜中心任江南医生介绍，按
照时间推算，小孩应该在半
个月前就误吞了异物。

经消化内镜中心、胸心

外科、手术麻醉医学部等多
个科室会诊后认为患者年龄
小，发病时间长，外科手术难
度大，并发症高，可能引起消
化道瘘、食管狭窄等，不适合
外科手术。

任江南医生表示，按照
以往治疗食管狭窄病人的经
验，可使用内镜进行扩张方
法取出异物，但传统扩张治
疗需要占据食管腔中央，扩
张时会加重异物对食管的压
迫引起严重不良并发症，不
适用于该患者。医生决定创
新治疗方法——使用多款不
同直径内镜及内镜加装透明

帽的方法进行逐级扩张。在
消化内镜中心医护人员共同
努力下，一枚直径约22mm
金属钮扣电池被顺利取出，
术后无穿孔、出血，最终避免
了外科手术。这个电池几乎
被食管包裹，周围组织已有
机化。

医院消化内镜中心赖
人旭主任表示，该中心近4
个月接诊了 4 个吞食异物
幼童患者，年龄均在 1-3
岁，异物都是金属钮扣电
池，前 3例吞服时间均在 6
小时内，内镜下食管壁腐蚀
破坏明显，但是，该例患儿

电池嵌顿时间约有半个月，
发生穿孔几率大，取出时见
异物几乎被食管包裹，虽然
最终通过内镜微创治疗成
功取出，但风险之大可想而
知。

赖人旭主任提醒家长，
要妥善保管家中的钟表、遥
控器及儿童玩具中的纽扣电
池，以防小孩误食。吞食纽
扣电池后如不及时取出，轻
则可能致使内脏被灼伤、腐
蚀等，重则出现并发症而危
及生命。一旦发现小孩误食
纽扣电池，应及时送医，尽快
将其取出。

本报讯 (记者马涛）昨
日上午，香洲区第二十六期

“快检开放日”农产品免费
送检活动在南屏市场举行，
本次活动共接收市民送检
40批，送检样品所检项目全
部合格。下一期即8月 12
日“快检开放日”农产品免
费送检活动将在柠溪市场
举行，欢迎市民朋友现场送
检。

本期活动共接待群众
咨询 80余人次，共接收市
民送检40批，经第三方快
检机构检测，送检样品所检
项目全部合格。检测项目

为蔬菜中的农药残留、水产
品中的氯霉素、畜禽肉中的
瘦肉精、鲜蛋中的氟苯尼考
及面制品中的吊白块等。
活动现场展出了香洲区农
贸市场“快检开放日”活动
时间地点的宣传材料，并向
市民发放食品药品安全知
识手册。

得知检测结果后第一时
间，快检工作人员以电话和短
信的方式通知了送检市民。
香洲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
通过开展“快检开放日”免费
检测活动，宣传食用农产品快
检工作，加强与市民之间的互

动，增强市民参与度和知晓
度，提升食用农产品快检工作
社会效果。

另据了解，香洲区还设
置了三个固定开放的市民
免费快检开放点，分别为拱
北市场三楼检测室、翠微市
场三楼检测室及南屏市场
二楼快检室。每个工作日
的上午10点至11点开放，
为市民免费提供畜禽肉、鲜
蛋、蔬菜、水果及水产品等
快检服务。市民在开放时
间将购买的农产品送到检
测点，即可享受免费检测服
务。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罗汉章）记者10日从金湾区
教育局了解到，金湾区面向
社会公开招聘编制外特聘
教师70名。本次特聘教师
不纳入事业编制，而是签订
聘用合同，薪资标准参照在
编教师标准制定，基本达到
在编教师收入水平。应聘
报名时间从7月15日起至7
月26日下午5时止。

本次招聘对象为全国
普通高等院校2019年全日
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士及
以上学位的应届毕业生，毕
业学校为“211工程”大学;
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已取
得本科及以上学历和学士
及以上学位的人员,年龄35

周岁及以下（1983年7月30
日及以后出生）,取得中小
学教师系列初级职称证书
的中小学在职教师；在金湾
区连续代课五年及以上、具
有普通高等院校本科及以
上学历、年龄45周岁及以下
（1973年7月30日及以后出
生）的金湾区在职公办中小
学临聘教师。

“此次特聘教师薪资标
准参照在编教师标准制定，
基本达到在编教师收入水
平。”金湾区教育局相关人
士表示。特聘教师不纳入
事业编制，而是签订聘用合
同，根据学历、职称、资历、
绩效等情况享受平均年薪
税前25万至38万（含用人

单位和被聘用者双方负担
的五险一金）。特聘教师需
服从调配，将被统筹安排到
金湾区内各公办中小学。

此次招聘流程为“个人
报名—笔试—现场资格审核
—面试—体检—考察—公示
—聘用”。个人报名将采取
网上报名的方式，报名时间
自 2019 年 7 月 15 日起至
2019年7月26日17:00，报
名方式有微信公众号（金湾
教育）报名等三种方式。应
聘资格条件、现场资格审核
所需材料、笔试时间安排等
详情，有需要的人士可通过
金湾区人民政府网站（http:
//www.jinwan.gov.cn）了
解。

金湾招聘70名编制外中小学教师

薪资基本达到在编教师收入水平

40批免费送检农产品全部合格
下期“快检开放日”8月柠溪市场见！

本报讯（记者王芳）12
日就进入三伏天。原本多
台风多高温的7月，竟然是
阵阵雨带来了伏天里的清
凉。据市气象局预计，今日
我市依然是以阵雨和雷阵
雨为主，明天阳光多云交替
出现。

前两天，珠海热得密不
透风，太阳底下走一会便是
大汗漓漓。昨天我市再次挂
起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全市
普降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
大雨量出现在高新区下栅站
为 84毫米。雨是降温“神
器”，高温应声而落，从上午
的 32℃降至下午 1时多的
24℃。

今年的三伏共 40 天。
进入三伏，地面累积热量达
到最高峰，天气将最热，而其
中尤其以“中伏”最热。

原本是台风最密集最集
中的7月，但今年仅来过一
个不太象样的热带风暴。即
将进入三伏天了，太平洋的
热量正在堆积，时间越久释
放时的能量越大。所以，大
家别以为没有台风来就是好
事，就怕时间久了憋出个大
台风来。

据市气象局预计，11
日，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
初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
27℃-32℃；12日，多云间
晴，局部有短时阵雨，气温
27℃-33℃；13日，多云间
晴，局部有短时阵雨，气温
28℃-33℃；14日，多云，有
阳光，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
气温28℃-33℃；15日，多
云，有阳光，局部有阵雨或雷
阵雨，气温28℃-33℃。

小清凉走，炎热回归

明天入伏
或阳光多云交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