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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洲至洪湾渔港公交专线开通
6:00-21:00，约30分钟一班；21:00-次日6:00，约60分钟一班

◆珠海陆地天气
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
温度：27℃-33℃

湿度：75%-95%

风向风速：西南 陆地2-3级

【浴场预报】
海滨泳场：浪高 0.6 米，水温

29.8℃，较适宜游泳，注意阵

雨，最佳游泳时段 06 时-12

时。

东澳岛南沙湾：浪高1.0米，水

温29.6℃，较适宜游泳，注意阵

雨，最佳游泳时段 06 时-11

时。

【航线预报】
九洲港至蛇口航线：有轻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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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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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F18-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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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天炎

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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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未来3天天气
星期三：多云，有阳光，有几阵

雨 27℃-33℃

星期四：多云，有阳光，有几阵

雨 27℃-33℃

星期五：多云，有阵雨或雷阵

雨 27℃-32℃

（本报记者 许晖 整理）

本报讯（记者陈翩翩 陈
新年 实习生王玲玲）“听说
香洲至洪湾渔港公交专线今
天开通，我特意赶早过来看
看。新渔港环境很好，很漂
亮。”有专程到洪湾中心渔港
参观的市民表示。8 月 12
日，香洲至洪湾渔港公交专
线开通仪式在洪湾中心渔港
举行。来自社会各界热心群
众十数人成为首发车试乘乘
客，体验新专线全程舒适、惬
意的搭乘过程，并借此机会
参观环境优美的新渔港。

“从报纸上了解到洪湾
渔港公交专线开通的消息，
我们早上7点多就从家里出
发，乘车过来参观新建好的
渔港。以后，我们还会乘这
趟公交来这里买海鲜，看落
日，体验渔舟唱晚的好风
景。”居住在香洲渔港码头附
近的吴福伦老伯开心地向记
者表示。“香洲至洪湾渔港专
线开通，以后大家去渔港看
风景、买海鲜就方便多了。”
乘客陈广新告诉记者。

记者获悉，香洲至洪湾
渔港公交专线始发“洪湾渔
港”，经前山至香洲总站，途
经珠海大道、前山大桥、港昌
路、三台石路、翠微东路、柠
溪路、人民东路、凤凰路、沿
河路、紫荆路、狮山路（单
向）、银香路（单向）等，返程
同途。据市公交集团相关负

责人介绍，此专线途中双向
停靠“凤凰北”“百货公司”

“前山”“城轨前山站”“南屏
街口”“均昌（奔图科技）”等6
对站点。

“专线试运行初期，集团
公司投入5台大巴运营。计
划班次间隔为：6:00-21:00
期间，约30分钟一班；21:00-
次日6:00期间，约60分钟一
班。夜间班线试运行一个
月。”公交集团负责人表示，
为了进一步方便渔民朋友

以及前来洪湾中心渔港从
事相关渔业业务的档主等，
公交集团还提供了更多的
便利与优惠。新专线实行
无人售票一票制，票价1元/
人次。同时，乘客在120分
钟内，持珠海通公交卡与B
字头干线及常规线路换乘
的，将享有换乘免费优惠。
记者获悉，因新开专线与原
覆盖洪湾渔港区域的 Z57
路走向基本一致，“洪湾渔
港专线”开通，同步停开Z57

路线。
“下一阶段，集团将根

据新专线运营情况，考虑通
行需求等进行调整，逐步加
密班次，以解决渔民往来香
洲与洪湾渔港的交 通需
求。”市公交集团相关负责
人表示。

洪湾中心渔港选址洪湾
挂锭角，总投资约12亿元。
首期工程建设规模总占地72
万平方米，并于 2018 年 12
月正式开港。

8月12日，市民体验第一趟开出的专线公交。 本报记者 钟凡 摄

本报讯（记者马涛）近期
我市周边城市发生家庭食用
野生蘑菇中毒事件。时下我
市雨量增多，气温、湿度高，
也是菌类生长旺盛期，误食
野生毒蘑菇引起中毒的风险
较大。昨日，香洲区市场监
管局发出安全预警：不随意
采摘、买卖、制作、食用野生
蘑菇，谨防引起中毒。

据香洲区市场监管局工
作人员介绍，野生毒蘑菇由
于含有各种较强生物毒素，
并且与一些食用菇外形相
似，需要具备专业知识并借
助一定的仪器设备加以鉴
别，仅靠经验、肉眼和根据形
态、气味、颜色等外表特征难
以辨别，极易误食而引起中
毒。另外，在野外无毒的蘑
菇往往与有毒的蘑菇混生，
无毒蘑菇很容易受到毒蘑菇
菌丝的沾染。“所以即便采摘
的是无毒品种的蘑菇，仍然
会有中毒的危险。”工作人员
说。

毒蘑菇毒性非常强，中

毒的临床表现复杂多样，不
同种类的毒蘑菇中毒症状不
一样，按中毒的症状可分为
胃肠类型、神经精神型、溶血
型、肝脏损害型、呼吸与循环
衰竭型、光过敏性皮炎型、横
纹肌溶解型等。其中，胃肠
中毒最为普遍。一般误食毒
蘑菇后，最短可以在 10分
钟、最长6小时后发病。大
部分人误食毒蘑菇后会出现
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
肠道症状以及精神亢奋、精
神抑制、精神错乱、幻觉等精
神症状，严重的可出现溶血、
肝脏和肾脏损伤等症状，要
立即催吐，并立即送医。目
前对有毒蘑菇中毒尚无特效
疗法，中毒者症状严重，发病
急，死亡率高。

工作人员建议：对野生
蘑菇，要采取“三不”方法。
首先，不采摘。因为目前尚
无简易科学的方法鉴别野
生蘑菇是否有毒，爬山踏青
及野外游玩时，不管是山上
还是路边草丛中的野生蘑

菇，市民不要因为好奇或为
满足口腹之欲采摘野生蘑
菇。

其次，不买卖。注意勿
在路边摊贩购买个人采摘售
卖或来历不明的野生蘑菇，
对于市场上售卖的野生蘑
菇，也不能放松警惕，尤其是
没吃过或不认识的野生蘑
菇。

最后，不食用。要避免
野生蘑菇中毒事件，关键在
于不食用来历不明野生蘑
菇，别贪一时口鲜而不顾生
命安全。学校食堂、单位集
体食堂等禁止加工食用野生
蘑菇，防止群体性中毒事件
发生。

该工作人员提醒：一旦
发生毒蘑菇中毒，要立即到
附近正规医疗机构进行就
诊，如在外就餐发生食物中
毒，可拨打12345市民热线
投诉举报，并保存好消费票
据、就诊记录、体检报告等相
关证据，以便执法部门调查
取证。

香洲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食品安全预警

别吃野蘑菇谨防中毒
据新华社北京8月 12

日电 生酮饮食提倡高脂
肪、低碳水、适量蛋白质的
饮食结构，受到一些减肥人
士的推崇。然而近期刊登
在国际期刊《营养素》的一
项新研究发现，在短期生酮
饮食之后如果立即恢复正
常碳水化合物摄入，很容易
造成血管损伤。

研究人员以9名健康年
轻男性为对象，让他们在采
用为期7天的生酮饮食法后
喝下含有75克葡萄糖的饮
料。他们的生酮饮食结构为
70%的脂肪、10%的碳水化
合物和20%的蛋白质，符合
当下流行的生酮饮食法。

结果显示，这些人体内
出现一些生物标记物，提示
血管壁受损。研究人员认
为，造成这种损伤的最主要
原因是短期生酮饮食使体
内糖稳态受损，恢复碳水化
合物摄入后血糖迅速升高
引发代谢反应，导致血管细
胞脱落。

采用生酮饮食减肥

很容易造成
血管损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