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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话题请发至

今天白天，多
云， 山区有雷阵雨；
北转南风 2、3 级；最
高气温 33℃。

今天夜间，多云转
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
雨； 偏南风 1、2 级；最
低气温 25℃。

明天白天到夜间，
雷阵雨转阴，偏南风 2、
3 级， 最高气温 30℃，
最低气温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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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金门通水 大好事

■海亮聊天

双休日雨水又纷纷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海亮）昨天京城的
天空仍是流云迤逦，有一种澹然的美，果然
立秋之后，连天都感觉变高了。但三伏天不
甘心秋意的悄悄渗入，昨天白天，相对湿度
在 60%左右，闷热感还是有些明显。
今天白天京城多云，山区有雷阵雨，最
高气温将攀上 33℃。北京市气象台预计，从
今天夜间到周日仍有雷阵雨天气，请市民朋
友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安排出行计
划。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

■佟彤分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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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是清热降暑的好东西，但很多糖
尿病人却不敢吃，因为西瓜的升糖指数
高，事实上，糖尿病人选择食物时，除了升
糖指数，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关注，这就是
血糖负荷。
升糖指数是指含 50克可利用碳水化
合物的食物与相当量的葡萄糖，在一定时
间内(一般为 2小时）体内血糖反应水平的
百分比值，以此衡量或评价食物引起餐后

东北地区将自西向东出现一波降雨过程，其
中，周六周日两天是华北主要降雨时段，北
京东部、天津北部和吉林中部局地将出现大
暴雨。目前，全国天气舞台上一半是雨水，一
半是火焰，高温与暴雨，在南北舞台上遥遥
相对。
立秋节气后，北方的天气逐渐由湿热转
为干爽。到了这个节气，大家不免又要争论
一番“早立秋冷飕飕，晚立秋热死牛”的民
谚。中国气象局专家说，数据早就证明，立秋
扫“名家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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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还是晚，和冷飕飕还是热死牛，两者之间没
有明显的对应关系。
来自国家气候中心的 2009年至 2017
年统计资料显示，2009年、2010年、2013
年、2014年、2017年出现了“晚立秋”；2011
年、2012年、2015年、2016年则是“早立
秋”。这 9年中，只有 2014年(晚立秋年）气
温偏低 0.2℃，其他年份都是接近常年到偏
高，其中 2016年 (早立秋年） 偏高达到
1.4℃。所以，这句俗谚，大家也别太较真了。

西瓜升糖指数高，糖尿病人不能吃？

血糖，英文为 GI，食物分低 GI类食物
(GI<55）、中 GI类食物(GI为 55-70）和高
GI类食物(GI >70），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
南(2016）》版的标准，西瓜 GI值为 72，属于
高 GI类。
但并不意味着糖尿病人就不能吃西瓜
了，因为其实，除了 GI，还有一个值得考虑
的指标，这就是血糖负荷，英文为 GL，用它
主要是衡量食物摄入量对人体血糖影响的

听说，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正
式通水了，真是大好事。“两岸一家
亲，共饮一江水”愿景成为现实。
—手机尾号
——
9452 读者
海霞回信：中华民族是一家，
希望台湾同胞生活幸福。
●点赞晨报“名医坊”

“名医坊”是我必读的文章，
佟彤不但是一名优秀的记者，而
且精通医学特别是对中医造诣很
深，她写的文章通俗易懂很接地
气。愿晨报“名医坊”越办越好。
—希凡
——
海霞回信： 感谢对晨报的关
注，我们会继续努力。
●心爱宝剑失而复得

程度。一般而言，GL<10为低 GL类食物，
西瓜的 GL值为 4.2，说明其对血糖的影响
不大，所以，糖尿病患者可以食用西瓜。
与此同时，最好再做个食物热量换算，
就是说，吃了西瓜之后少吃哪些食物？每
500克市重带皮西瓜，大约是 90千卡热
量，糖尿病人要保持每天热量的恒定，因
此，如果能减少 25克主食，那么就可以每
天吃 500克的带皮西瓜。

陪伴了自己 10多年的宝剑不
慎遗失在公交车上，这事儿搁谁身
上都会着急。70多岁的周老先生
自从退休后就和这把宝剑结下了
不解之缘，每天带着它和老伙计
们在植物园一起练剑。前天，周老
先生回家时不慎把剑丢在了公交
车上，幸好驾驶员郝焕青捡到了，
周老先生这才松了一口气。
—李跃
——

“极简种植牙”夏季全部由德国博士亲自手术，半口全口种牙更快花费还更少
拨打 010-84240895 可以获得德国院长提供的夏季护牙礼包
这个夏天，高品质国外种植体，便宜！

半口缺牙半个小时恢复一口新牙

Luis博士针对半口案例进行方案研究

这个夏天，在北京，海德堡“极简种植
牙”为了让更多市民见证海德堡的品质和
诚信，特别启动夏季全面惠民月。作为 2018
年 8月，在海德堡联合口腔利用全套数字
化智能牙科平台，全新升级的“极简种植
牙”。就是要让广大市民做种植牙简掉诸多
不必要的花费、简去多余的环节、简去技术
和设备落后造成的等候时间，尤其是 70-80
岁以上的高龄市民，半口和全口缺牙，只要
提前拨打 010-84240895预约，都由路易斯
博士亲自手术，这不仅意味着种牙更快更
好，还比以前时间更短，花费更少。
其实，很多市民都知道缺牙做种植牙
比较好，但是听说做种植牙又要开刀、缝
线、拆线、还要等上大半年愈合，又费时间
又费钱，很多人就选择了做一副活动假牙
就凑合得了。如今这通过一年临床实践，再
通过数字化和智能牙科技术升级的“极简
种植牙”，让市民做种植牙不再浪费钱、也
不浪费时间，这样一来种植牙这件大事就
变成“小事”了。

随着医疗体制的改革，很多普通药品
和材料价格都在下降，但是进口药品和材
料一直居高不下，主要原因是中间环节太
多，费事的同时就增加的材料成本。所以想
用进口的，就意味着花费更多。海德堡联合
口腔从种植体到普通医用耗材，都全部从
德国直接供应，没有任何中间环节和不必
要的商业操作。让你的每一分费用都是花
在实实在在的材料成本上，不花冤枉钱，更
不用出不必要的费用，很多选择品牌种植
体的市民纷纷表示，打折和促销什么的绕
来绕去有时候真分不清楚，这样直接简掉
中间价，实实在在的价格，再清楚不过了。

非常普及和方便的事情。但是，出国求医看
病，尤其是请外国专家看病，确实是一件不
太容易的事情。然而，就在海德堡联合口
腔，2017年就已经完成与德国本土远程会
诊平台搭建，市民不用出国，只需在海德联 “极简种植牙”如何让种植牙变成“小事儿”
合口腔，就能连线德国，享受来自德国海德
科学技术的进步，从来都是化繁为
堡大学、法兰克福大学等德国一流学府的
简。以前一台电脑能做的事情，
现在一台
著名教授会诊，不用再花时间排队挂专家
智能手机就能完成。想要夏天前种上一口
号，更不用出国奔波，家门口就可以看德国
好牙，现在也更简单了，“极简种植牙”不
专家。
仅具备
“即拔、即种、即用”，当天种牙当天
这个夏天，做牙科的各项检查，方便！
就可以戴牙吃东西的技术标准，2018年还
以前医学不发达的时候看病，通常是 在数字化智能平台辅助下，实现了标准升
大部分时间花在排队和各项检查上，拍片 级，用更少的时间、更小的创口、在轻微的
取片，楼上楼下的各个科室取检查结果。所 手术承受时间和感受上，完成种植牙。用
以经常说的就是花七八个小时排队检查， 体验过的市民描述，甚至比戴活动假牙的
结果换来看“七八分钟”的医生，现在到海 操作还要“微”。口腔条件不错的市民，30
德堡的“德国麦哲伦 3D全息数字中心”几 分左右就可以完成种牙手术，当天就可以
分钟就可以完成过去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才
能做完的检查，而且即刻传入全院的数字
化系统平台，无论是医生诊室、手术室、专
家会诊室都能第一时间打开你的检查结
这个夏天，想要德国专家种牙，简单！
果，不用在再跑上跑下。这样一来，市民看
这些年，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子 病就更节省时间，各项检查一会就完事，直
女出国留学，父母出国旅游都已经是一件 接有更多时间看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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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牙回家吃东西，这样一来，这个夏天，做
个种植牙，自然就成了当天就完成的“小
事儿”。
当然，还有就是取模方式更便捷，在海
德堡不用再用取模材料塞满口腔，一次又
一次，医生麻烦，市民又容易恶心和难受，
有时候还不够精准。新一代激光扫描取模，
轻轻一扫，不用接触口腔任何敏感部位，一
次精准成像，取模又快又好。当然这台设备
由于太过先进，一般机构现在还很难引进。
据悉在 8月中旬之前，都是海德堡夏
季“极简种植牙”体验月的活动期，在此期
前拨打 010-84240895不仅可以获得“至
简价”做德国种植牙，还可以参加每周的
“百名种植牙博士课堂”有德国种植牙博士
为你一对一解答，并能现场观摩种植牙手
术和与已经做过种植牙市民面对面交流。
并且，以德国海德堡大学种植牙博士路易
斯领衔的专家团队，夏季将集中针对前牙
缺失、后牙缺失、多颗牙缺失、半口无牙甚
至全口无牙市民，一对一设计德国领先的
数字化种牙方案。本月读者预约免挂号费、
拍片费、专家会诊费和价值 879元的德国
麦哲伦 3D全息数字化模拟种植方案设计
费，还可以领取路易斯博士为大家送出的
夏季德国护牙礼包，需提前拨打热线
010-84240895报名预约，每天限额 10
名，额满即止。(丁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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