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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醒
过敏未必因为花粉，
还有可能是尘螨

无人机撞上 2 号线列车驾驶室。
（视频截图）

相关新闻

民警和热心群众将昏迷的涂大爷抬上警车。
最近一段时间阳光明媚，春季也是外出旅游踏青的
好时节。不少老人趁机外出散步，
走亲访友。不过，
警方
也提醒，
最近老年人在外迷路，
或是外出发病的求助多了
起来。
20 日上午，一位出租车司机来到九龙坡区公安分局

注意

据新华社电 近日，我国不少地方气温
攀升，让人在正月里有了夏天的感觉。中央
气象台预报，从 22 日开始，冷空气开始南下，
北方多地气温将接连“跳水”，局地降温幅度
可能超过 15℃。
气象监测显示，有 19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共 577 个国家气象站突破有气象记录以
来 2 月份历史极值。其中，21 日突破 2 月历
史极值的站点高达 506 个。
受冷空气影响，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东
部、黄淮东北部等地的局地日最高气温降幅
可达 15℃以上。
24 日起中南部地区将出现较大范围降
水。预计 24 日至 26 日，西北地区东部、华北
中南部有雨夹雪或小雨；黄淮及其以南大部
地区有小到中雨，
局地大雨。

撞上了列车车顶部位，车内的司机也下意识地做出了一
个躲闪的动作。
发生碰撞后，
列车司机立即减速紧急停车，
随后车厢
内开始播放“临时停车”的广播。大约停车 1 分钟后，列
车重新起步运行。
当天下午，记者与重庆交通开投轨道集团取得了联
系，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确有无人机碰撞 2 号线单轨列车
的事情，好在列车未受损伤，也未对列车运营造成影响。
工作人员呼吁，市民在拍摄列车的过程中，
不要做出危害
或者可能危害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的行为。
据了解，根据《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18 年第 8 号)》第三十四条规
定，禁止下列危害或者可能危害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
的行为：在地面或者高架线路两侧各 100 米范围内升放
风筝、气球等低空飘浮物体和无人机等低空飞行器。违
者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本报提醒，欣赏美景的同时，请一定要注意安全，切
勿影响轨道交通的安全运行。

赏花踏春时节好，
走丢迷路也不少

天气预报
23 日白天，中部和东南部阴天有阵雨，
西部地区阵雨转多云，其余地区阴转多云，
9℃ ～25℃ ；中 心 城 区 阵 雨 转 多 云 ，15℃ ～
23℃。
23 日夜间到 24 日白天，东部部分地区阴
天转阵雨，其余地区阴天到多云，8～26℃；中
心城区阴间多云，
16℃～24℃。
24 日夜间到 25 日白天，各地小雨到中
雨，局地大雨，8℃～20℃；中心城区小到中
雨，
13℃～20℃。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石亨

局地降温 15℃！
冷空气发威
多地气温
“跳水”

经过一系列筛查，邱女士过敏症状一直无法减轻的
原因终于找到了，
和她想的花粉不同，
邱女士并没有花粉
过敏，
而是尘螨过敏。
重庆市人民医院过敏反应科专家介绍，春季确实是
花粉过敏的高发期，而花粉也确实是重庆人过敏的重要
过敏原，不过，尘螨、动物皮毛和霉菌也是重庆最常见的
过敏原，
其中，
尘螨导致的过敏是最多的。
另一方面，春季天气晴好，
空气中的尘螨比其他季节
更易引起过敏。很多人的家中被子、被套、枕头、枕套等
贴身寝具做不到经常清洗，
就更容易导致尘螨的繁殖。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石亨

无人机
“撞停”单轨列车,赏花拍照请注意安全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梓涵）昨日
下午，微博网友“穿 10 号球衣的巴乔”在网上发布了一段
无人机撞上 2 号线单轨列车的视频。视频显示，列车当
时正行进在佛图关至大坪段，视频播放到 56 秒时，画面
右侧上方出现一架无人机，
随后只听
“铛”的一声，无人机

惊险

昨日，重庆又在灿烂阳光中度过一天。
截 至 下 午 3 点 ，各 地 最 高 气 温 普 遍 都 在
22℃-27℃之间。其中，巫溪、云阳、万州、梁
平、垫江、石柱、武隆、彭水、秀山、南川、江津、
北碚以及中心沙坪站都超过了 25℃，彭水最
暖，
最高气温达 27℃。
连晴多日，阳光也要歇一歇了。再过两
天，雨水就要带来新一轮的降温。根据重庆
市气象台的预计，22 日夜间到 24 日白天，重
庆部分地区有阵雨，到了 24 日夜间，雨水将
彻底占领重庆大部分地区，
倒春寒即将来临，
气温也会随着降雨明显下降，
届时，
重庆各地
气温将回落至 20℃以下。
专家提醒，初春到来，气温回暖，但气温
回暖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气温会忽高忽低，
天
气会忽冷忽热，人们常常无法预测这种变化，
这样会患上感冒、支气管炎等疾患，
也会使原
来的疾病加重。老人、小儿、产妇和慢性病患
者，
不要过早地脱掉棉毛衣服，
以防风寒侵入
而致病。

竞相开
放的春花引
得人们驻足
观赏。

进入二月以后，重庆大部分时间都是艳阳天，各种春
花相继盛开。昨日，记者从主城多家医院的皮肤科了解
到，
最近一段时间，
到医院诊治过敏的患者也明显增加。
“脸上一团一团的红疹子，痒得不行!”昨日，脸上过
敏症状明显的邱女士一直以为自己是花粉过敏，
“我大年
初三和家里人出去赏花去了，
结果第二天回主城以后，就
开始长红疹，
就一直觉得是因为赏花引起来的。
”
此后，
邱女士就特别小心，
最近几天，
即使是开车出门
也会紧闭车窗，
坐在自己的车里都戴着口罩。然而，
即使如
此小心，
邱女士脸上的红疹却一直没有消失，
过敏反应也越
来越严重。上周三，
还在休假的邱女士赶到医院检查。

危险

倒春寒要来了！
25 日各地
回归 20℃以下

错怪

连续多日的和煦春光，让不少市
民感受到春的来临和万物的苏醒。
就在不少人准备把冬装压箱底
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提个醒，25 日，
各地将迎来一轮降雨，气温将重回
20℃ 以 下 ，大 家 注 意 保 暖 ，不 要 感
冒。
此 外 ，随 着 外 出 踏 青 、赏 花 的
人 增 多 ，老 人 走 失 、发 病 的 情 况 也
相 应 增 多 ，过 敏 人 群 也 有 不 少 ，外
出时，都应该注意做好相应保护措
施。

九龙派出所，
他身后还跟着一位老婆婆。
司机告诉民警，这位老人是在江北区上的车，说趁着
天气好去杨家坪看亲戚。可快到杨家坪了，老人却糊涂
了，始终表述不清要去的详细地点。的哥担心老人下车
后迷路，
直接将车开到了附近派出所，
没有收车费就匆匆
离开了。
最初民警询问老人时，
老人显得十分紧张，
还是说不
清到底要去哪里。最后，
民警获取了老人的身份信息，联
系上老人的家属，
将其安全带回。
同样是在 20 日上午 9 点 37 分，渝中区交巡警支队朝
天门大队辅警唐月强在嘉滨路洪崖洞附近执勤时，突然
发现江边广场有人群聚集，
立即上前查看，
发现一位老大
爷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经了解，老人是突发心脏病，
唐月
强立即向执勤民警赵勇报告。
“当时老大爷已完全昏迷，人事不省，状态相当糟
糕。”赵勇了解到，老人姓涂，今年 70 多岁，老伴在洪崖洞
江边一家酒吧做保洁。当天，
涂大爷来接妻子回家，
在等
待过程中突然发病倒地。民警当即和老人家属以及热心
群众一起合力把老大爷抬上警车，仅 4 分钟，就将病人送
到了附近的重医附二院。经过前期沟通，此时医生护士
已做好准备，
安排妥当后，
民警才离开。
警方提醒：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出行要备好应急药
物；高龄老人外出应有家属陪伴，
必要时应携带有相关信
息的提示卡片；坐车、
乘船、
登山均需精心安排，
尽量避免
走陡峭的小道、攀登山林石壁。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谭遥

烹饪野菜最好先用盐水清洗，
再用沸水淖一下
随着气温逐渐上扬，新鲜的野菜伴随着浓浓的春意
开始陆续上市。初春的野菜，由于茎叶鲜嫩，比较可口，
受到很多市民的喜爱。不过，
烹饪和营养专家提醒市民，
野菜尝鲜即可，不宜长期和大量食用。
中国烹饪大师、公共高级营养师、潘恋国家级技能大
师工作室负责人潘恋接受采访时表示，大多数野菜性寒
味苦，能败火，但多吃会伤及脾胃，引发胃痛、恶心、呕吐
等轻微中毒症状。比如野生荠菜吃多了，就会导致脾胃

虚弱、血淤气滞。因此，不管是什么野菜，尝鲜即可，
不宜
长期和大量食用。
潘恋说，
由于野菜生长的环境比较复杂，土地的重金
属含量也不一，因此，
他建议烹制前，最好是用盐水清洗，
再用沸水淖一下。
潘恋说，现在的野菜，很多也成了常见菜，比如侧耳
根，
椿芽等等，
也有部分野菜已经不野，
是
“家养”
的了。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徐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