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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

■夜间

■明天

■海霞播报

今天白天， 阴，大
部地区有小雨转多云；
北转 南 风 2、3 级 ；最
高气温 28℃。

今天夜间， 多云间
阴， 北部山区有小雨；南
转北风 2 级转 3、4 级；
最低气温 19℃。

明天白天到夜间，
多云转晴，偏北风 3、4
级，最高气温 27℃，最
低气温 17℃。

互动话题请发至

小雨淅沥 北风明起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海亮）太阳隐藏在
厚厚的云层后面，好似一个色泽黯淡的圆蛋
黄。这样朦胧不清爽的天气，是由三个因素导
致——
—高空环流形势平直、地面弱气压场、近
地面较高的相对湿度，共同导致了能见度不
佳。今天小雨淅沥，明天则有冷空气来袭，带
来三四级北风，京城将重现晴爽好天。
这两天京城湿度高，虽然气温没有重新
攀上 30℃，但也有小小闷热感，秋姑娘还在
门槛外徘徊，暂时未领到入境证明。北京市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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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台预报，未来一周京城气温波动较大，白天
最高温 24℃至 29℃，夜间最低温 14℃至
19℃，虽然波动，最高温也不会攀上 30℃了。
今天白天，京城大部地区有小雨，出行请注意
防雨，最高温 28℃；入夜后北部山区有小雨。
周六凌晨有冷空气到来，刮起三四级北风，这
两天“雾里看花”般的能见度将彻底好转。
台风“山竹”强度已远超之前重创日本的
台风“飞燕”，并无可厚非地成为今年迄今为
止的全球“风王”。昨天 10时，中央气象台与

中药吃完了，忌口要继续

吃中药讲究忌口，最典型的是辣的、凉
的、油腻的，几乎是个中医就嘱咐。很多人
觉得，这些食物如果和药物碰上了，会起化
学反应，会影响疗效甚至产生毒性，因此在
吃药的时候十分听话，一直等到药停了，又
重新放开吃了。事实上，这是错误的，与其
说中药需要忌口，不如说是生活需要忌口，
你的身体、体质需要忌口，所以，忌口不能只
在吃药的时候讲究，而是长期的生活规矩。
之所以要忌口，就是因为生病吃药时，
疾病或者体质本身有了明显的偏颇，吃中药

是为了纠正这些偏颇。而这些需要忌掉的食
物，是可以增加偏颇的，比如你本身正上火，
或者本身就是实热体质，满脸长痘痘，大便
又干燥，这个时候就要忌辛辣的，辣椒首当
其冲，其次是姜、胡椒等等。但是即便药吃完
了，症状减轻或者消失了，你也不能放开吃
辣椒，否则还得返回来吃药，如果你在吃药
的时候不忌口，去火药的寒凉之性就可能被
这些热性的食物抵消了，药效就差了。但是
如果你吃完药，症状消失了又开始吃，体质
的偏颇还会出现，因为没有药物在中间作牵

香港天文台、澳门地球物理暨气象局举行历史
首次三方联合视频会商，集众智研判“山竹”的
发展趋势与影响。据最新预报，
“山竹”将在 9
月 16日晚上登陆广东西部到海南岛东部，届
时也将给香港、澳门带来强风雨影响。
超强台风袭击我国华南沿海，前例有
2014年的超强台风“威马逊”以及 2017年
正面登陆珠三角的强台风“天鸽”—前者
——
是 1973年以来登陆华南的最强台风；后者
则给澳门等地带来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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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了，因此忌口不是只在吃药的时候，而应
该根据自己的体质养成新的生活习惯。即便
没有问题，对体质不利的食物也要少吃、不
吃，因为这些食物对你的伤害，比你想象的
和药物结合产生的毒性作用不在以下。
具体讲，脾胃虚寒的人，要时常注意寒
凉的食物，无论是温度的寒凉还是性质的寒
凉都要谨慎，也无论是不是在吃中药。而实
热体质的人，要少吃辛辣，其中辣椒是最没
价值的，在所有辛辣食物中，唯独辣椒是不
入药的，就是因为它的辣只有刺激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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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辞常别 寓意深刻

看了 9月 12日晨报，感到晨报
的头版版面设计得有水平，“单辞常
—马仲清
别”四个大字寓意深刻。——
海霞回信： 向两位老艺术家致
敬。
●单老爷子一路走好

评书艺术家单田芳同志已驾鹤
西去，留给我们无限的悲痛和惋惜。
醒木响起，您那字正腔圆激情四射的
语音，引来几代人洗耳恭听。娱乐人
生、启迪民智、造福大众、功莫大焉。
谢谢您，安息吧。
—任忠文
——
海霞回信：再无醒木响，
声音久传扬。
●空港 5 路新站牌上岗

去年 6月 3日，贵报刊发了笔
者所写新开通的“空港 5路”公交车
途经顺义主要干线“通(州)顺(义)
路”，但在公交车站却看不到空港 5
路行驶、停站的任何信息，给乘客带
来困惑和不便。今年暑假刚过，笔者
惊喜地发现，
“空港 5路”的始发终点
及沿途停站的信息，已正式上了站
牌，现在坐车一目了然，为广大乘客
—王国庆
——
提供了便利。
海霞回信：有站牌出行方便多了。

秋季“三高”人群需格外注意，一口缺牙易影响秋冬健康
30 分钟减少秋冬各类并发症，半口全口缺牙患者当天戴牙当天吃东西！
术优化，针对高龄体弱市民的牙槽骨密度 心和德国 medentis医学科学研究中心，综
等问题进行技术提升优化，并融入现代智 合数字化科技和人工智能、3D打印、人体
能牙科技术，形成更适合半口、全口缺牙修 影像技术等多项科技前沿成果，用更少时
复的智能“极简种植牙”。
间、更小创口、更简单的手法、更科技的成
海德堡联合口腔“极简种植牙”，为了 果来完成“极简种植牙”。患者当天完成手
将植牙修复手术的精准性提高到更佳的程 术，当天就可以戴牙回家吃东西，海德堡更
度，根据口内 CT扫描数据以及光学扫描 是率先将世界高水准的德国博士带到家门
数据，在计算机上重建患者下颌骨立体模 口看诊，带给缺牙患者前所未有的种植体
型，确定精准的导板设计方案。种植医生在 验，尖端技术的优势互补结合，目前在国内
3
D导板导航作用下，为市民提供极健康、 是很少见的，同时颠覆了传统种牙的盲区。
80岁全口缺牙老人依靠心电监护仪安心接受 海德堡 2018数字化设备全新升级，目前连德 极精准、
极先进、极快速的种牙。“极简种植 拨打热线 010-84240895， 可获秋季德
国在牙科诊所都极少有同等级设备
无痛极简种植
牙”
技术与
3D数字化技术结合，两项尖端 国限量版护牙礼包
“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中医有“燥 牙”真的能完美解决这一切烦恼吗？
技术的优势互补结合，目前在国内是很少
为了让市民更好体验德国口腔医疗的
胜则干”的说法，更有“常笑宣肺”一说。但半
答案毫无疑问是确定的，尤其是针对 见的，同时颠覆了传统种牙的盲区。
技术设备，
体验月的活动
口全口缺牙市民因为缺失牙齿，不仅更大概 于半口和全口缺牙，“极简种植牙”种牙更 颠覆传统种植牙盲区， 各方面屡受嘉奖的 期间拨打 0在1“极简种植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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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可以获得
率会发生咳嗽、感冒、呼吸道感染等疾频发， 快更好，花费更少。第一，求医极简，百名德 “极简种植牙”，当天戴牙当天吃东西
“至简价”做德国种植牙，还可以参加每周
秋冬进补季更是可能因为缺牙导致的口腔 国种植牙博士就在家门口；第二，检查极
的“百名种植牙博士课堂”有德国种植牙博
在医疗健康领域，海德堡联合口腔曾
问题而造成营养不良，更容易诱发或加重心 简，术前检查在德国麦哲伦 3D全息数字中 荣获 B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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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会颁发的
“诚信北京坐
脑血管疾病、慢性支气管炎、哮喘和关节炎 心一键完成；第三，种植体成本极简，从德 标”；在技术领域，海德堡“极简种植”技术 士为你一对一解答，并能现场观摩种植牙
等病症。也正因为如此，不少人拨打热线 国种植体厂家直接到中国缺牙市民，简去 在第二十六届欧洲骨整合学会年会(EAO) 手术和与已经做过种植牙患者面对面交
010-84240895，或为自己，或为家中老人预 中间经销商环节；第四，种植技术极简，从 上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闪耀西班牙马德 流。并且以德国海德堡大学种植牙博士路
约“极简种植牙”。“极简种植牙”不仅种植快 “即刻用”到“极简种植”，海德堡不断更新 里；在文化交流领域，海德堡联合中德两国 易斯领衔的专家团队，将集中针对前牙缺
后牙缺失、多颗牙缺失、半口无牙甚至
速且无痛，接近真牙，稳定性好，并且舒适又 种植牙技术，领先于世界标准；第五，种植 口腔行业的顶尖专家在国家会议中心召开 失、
全口无牙患者，一对一设计德国领先的数
打理方便，特别是咀嚼功能恢复极好，只需 取模极简，激光一扫省去反复取模测试咬
字化种牙方案。本报读者预约免挂号费、拍
30分钟，当天就可以戴牙回家吃东西。既是 合带来的不适感和麻烦；最后，就是种植牙 “中德口腔种植学术研讨会暨德国科技前
片费、专家会诊费和价值
879元的德国麦
沿数字化智能种植交流会”
，
发布已在海德
为秋冬进补着想，又不耽误接踵而来的中秋 术后打理极简，密合度和精密度将超过德 堡安家落户的各项新技术和设备。
哲伦
3
D
全息数字化模拟种植方案设计费，
一家团圆以及十一出去游玩。
国标准。
海德堡联合口腔从上世纪九十年代， 还可以领取路易斯博士为大家送出的初秋
“极简种植牙”无痛种植再创新，80 岁老人
德国博士级口腔医生一对一数字化方案，
集结了世界著名的德国口腔医疗团队，
由 专供德国护牙礼包，需提前拨打热线
即刻拥有一口好牙
遵循国人体质的“德国标准”
10-84240895报名预约，每天限额 10
百名德国牙科专家组成了德国专家智库，
但凡来海德堡口腔看牙的市民，关注
因国人和外国人在文化、生活习惯甚 联合海德堡大学、德国麦哲伦 3D数字化中 0名，
额满即止。(丁茹)
的焦点几乎都是“极简种植牙”，它真的能 至思维上的差异，盲目引进的国外种植技
简掉不必要的花费，简去多余的环节、简去 术大多并不适用于国人体质。从上世界九
长时间的等候吗？要知道，这传统种植牙不 十年代就来到中国的路易斯博士深刻地意
仅是要经过拍片、出方案、选种植体材料、 识到了这一点，他联合包括德国海德堡大
考虑价格、预约专家做、定手术日期等等数 学在内多所海外高校百余名口腔医学博士
十个环节，上了手术台后一颗牙居然就需 团与国内专业口腔院校，在中德两国智能
要等候 3-6个月的恢复期。这“极简种植 化大数据的帮助下，根据国人体质进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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