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王云华 版式 王烨 校对 荣强 2019年8月20日 星期二 城事 情报站· 7本版电话：88066306 86632072

本报讯 近日，“腔调
——常州市锡剧艺术特
展”在武进博物馆开幕。
活动由武进区文体广旅局
主办，旨在更好地活态保
护国家级非遗锡剧。艺术
特展共展出 40 多套近百
件戏服、道具。同时，武进
锡剧团演员还为市民带来
活态演出——“博物馆里
搭戏台——常州锡剧演唱
会”。

武进博物馆馆长施建
刚表示，非遗文化保护在
于“活态传承”，因此“腔调
——常州锡剧艺术特展”
除陈列展览外，配套有“常
州锡剧演唱会”“锡剧戏迷
联唱表演”“我是戏娃娃”
等多个活动，邀请武进锡
剧团、武进戏迷协会、武进
各小学锡剧团体走进博物
馆,为观众带来鲜活的戏

曲表演。活动通过“我画
锡剧美”活动，邀请观众以
锡剧入画，描绘出新一代
年轻人眼中的锡剧之美；

“我和锡剧”主题征集活
动，面向常武地区广大观
众征集图片、视频、老物件
等，说出戏迷和锡剧的故
事，展示锡剧如何走入人
们的生活。这些活动在武
进博物馆打造锡剧立体舞
台，共同组成一场“活态展
览”。

据悉，“腔调——常州
市锡剧艺术特展”的展品
由武进锡剧团提供，每件
都价值不菲，该特展将于
10 月 8 日结束。期间，在
8 月 22 日晩，武进博物馆
还有武进锡剧团带来的专
业大戏，8 月 30 日晚有戏
迷票友专场演出。

（张军 吕亦菲）

国家级非遗锡剧在武进博物馆“活态”展出

此前台风“利奇马”给
市民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不
便，而有不少网友在论坛
上表示，在暴雨天，以电作
为动力的纯电动新能源汽
车遭遇了防水危机，是不
是它们很“怕水”呢？近
日，记者采访了北汽（常
州）汽车有限公司新技术
部副部长徐康，请他从专
业角度来谈谈新能源汽车
的防水问题。

“首先我们要明白，新
能源汽车的动力源是由动
力电池组构成，的确电池
是怕水的，但是目前所有
上市的主流新能源汽车，
其动力电池组防护等级都
能达到 IP67 标准。”徐康
解释，新能源汽车的“三
电”就是指电池、电机和电
控系统，而 IP67 则是指这

“三电”在暴雨天气，短时
间涉水开过有积水的路面
是没有问题的；即使在水
中 短 时 浸 泡 的 话 ，那 按
IP67 标准要求水深 1 米，
浸泡半小时也应该没有问
题。

徐康表示：“因为新能
源汽车高压电的危险性和
特殊性，纯电动汽车的‘三
电’需要在合适的环境状
态下工作，所以‘三电’的
防水要求很高，有一些品
牌 的 防 水 甚 至 会 达 到
IP68，就是可以长时间沉
浸在水中而不因浸水造成
损 坏 。 无 论 IP67 还 是
IP68，其防浸型设计的安
全性都是很高的，可以说
在某种程度上比燃油汽车
更有优势。”

众所周知，燃油汽车

涉水的最大风险是在运行
过程中需要进气和排气，
一旦积水超过进气口就会
进 入 发 动 机 ，损 坏 发 动
机。“因此一般而言，普通
燃油汽车只能开过浅浅的
积水路面，水深不能超过
半个轮胎的高度。”徐康
表示，仅仅是从防水时间
和水深高度等方面来说，
新能源汽车是有优势的。

需要注意的是，新能
源汽车虽然有着较强的防
水性，但是如果在很深的
水里长时间浸泡，超过其
承受范围，那么“三电”系
统会遭到破坏，还是很危
险的。徐康表示：“燃油汽
车由于长时间浸水导致无
法行驶，人在车上启动相
对来说不会有太大危险。
但新能源汽车因为是以电
作为动力的，一旦浸水后，
可能会存在漏电危险，因
此一定要请专人处理。”

另外，对于新能源汽
车在酷夏、寒冬续航里程
会减少的问题，徐康也坦
言，由于电池组产生电能
是一个化学反应过程，新
能源汽车会因为低温使放
电 衰 减 ，续 航 里 程 会 减
少 。 一 般 气 温 在 10℃-
30℃是最适合的。对最早
的一批新能源汽车来说，
如果气温在 0℃以下或超
过 55℃，不适宜充电，“不
过随着技术的进步，目前
新能源汽车的整车控制，
已经对低温、高温下的使
用都有了很大的提升，目
前的新能源汽车都能解决
这个问题了。”

王淑君

暴雨天开纯电动汽车涉水可行吗？
记者采访业内人士为车友解读：

新能源汽车到底“怕不怕水”

本报讯 记者从市社保中心获悉，
8月20日起，常州市新增来那度胺胶
囊（齐普怡）、利妥昔单抗注射液（汉利
康）、吉非替尼片（吉至）3种治疗重特
大疾病的特殊药品，我市基本医疗保
险（含大病保险）基金根据谈判价按职

工医保65%，居民医保55%的比例进
行支付。至此，常州市按特药或参照
特药管理药品数量达77种。

为规范使用特药，保障参保人
员特药待遇，市社保中心对医保特
药治疗使用实行定医疗机构、定责

任医师、定零售药店“三定”管理。
目前，我市有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等 8 家特药定点医疗机构，73 名具
有副主任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特药
责任医师，全市范围内共有 5 家特
药定点零售药店。 （吕洪涛）

8月20日起

我市新增3种治疗重特大疾病的医保特殊药品

主题：一个旅日作家眼中的日本
主 讲 人 ：亦 夫 原 名 吕 伯 平 ，

1964年生于陕西省扶风县，1987年
毕业于北京大学。做过国家图书馆
馆员、文化部机关干部和中国工人
出版社编辑，现旅居东京，系中国作
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日

本华文文学笔会会员。自大学时代
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迄今著有长篇
小说《土街》《媾疫》《玄鸟》《城市尖
叫》《迷失》等多部。

时间：2019 年 8 月 24 日（周六）
上午9∶30

地点：图书馆五楼多功能厅

取票地点：1、常州市图书馆门
卫（联系电话：88104468）

2、常州大剧院售票处（联系电
话：85226666）

网络订票：可通过“青果巷部
落”微信公众号网上订票

取票时间：8月20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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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清潭的 55 岁刘阿姨发现，
自从上个月吃饭时看到白米饭上有
各种形状的虫子，现在一睁开眼，就
能看到到处都有蚊子一样的虫子在
眼前晃动，估计是夏天蚊虫多，可抓
又抓不到，赶又赶不走。有人提醒
可能是眼睛出了问题，她就来到常
州激光医院眼科就诊，业务副院长
张雷给刘阿姨做完详细检查后告诉
她得了“飞蚊症”。

张雷主任安慰她说，随着老龄
人口增多，这种飞蚊症病人越来越
多，但不用着急，激光医院眼科最近
引进的一台进口激光治疗设备，没
有创伤，就能快速帮她消灭这些可
恶的“蚊子”。果然，经过2次门诊治
疗，原先在刘阿姨眼前飞舞的“蚊
子”，都被消灭掉了。

“飞蚊”干扰视觉健康，
成为严重心理负担

张雷主任解释说，“飞蚊症”一
般是由眼球玻璃体变性引起的，玻
璃体中的水分慢慢与蛋白复合物分
离，导致玻璃体液化，失去了水分的

胶原纤维缩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半
透明的浑浊物，这些浑浊物在眼球
玻璃体内飘来飘去，投影在视网膜
上，仿佛是蚊子在眼前飞舞，所以叫

“飞蚊症”。
“飞蚊症”常发生于 50 岁以上

的中老年人，高度近视眼患者、动过
白内障手术者，眼内发炎或视网膜
血管病变患者，也会发生此病。

张雷主任提醒患了“飞蚊症”的
人，不用太担心，基本上都是良性
的，如不影响视力可以不治疗，观察
即可，平时要学会忽视它，慢慢适应
就习惯了。但若感觉黑影明显、飞
蚊数量多、影响视觉，或者弄得心情
很烦躁，则可到眼科就诊，消灭这些

“蚊子”。

激光玻璃体消融术，像
射击游戏那样轻松消灭眼
中“蚊子”

过去治疗“飞蚊症”，是做玻璃
体切除术，将玻璃体全部或部分连
同其中的浑浊物切除，用透明液体

来代替。但这个手术有创伤，治疗
风险大于收益，眼科医生一般不推
荐。而现在的玻璃体消融术，可以
做到无创灭“蚊”。

据张雷主任介绍，玻璃体消融
术没有创口，采用特殊的激光作用
在玻璃体浑浊物上，通过瞬间激发
微爆破，使浑浊物气化掉，从而将玻
璃体内的浑浊物清除干净，视觉质
量明显改善。

“其实，这个技术已经存在 30
年了，只是近 10 年才全面开展。原
因一是生活水平提高，大家对视觉
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二是科技进
步，激光消融技术改进，变得更容易
操作，也更加安全了。”张雷主任指
着一台像一般视力检查仪一样的设
备说，这就是玻璃体消融术仪，与视
力检查仪相比，多了一个手柄，操作
很简便。记者在张雷主任指导下亲
手操作了一下，就像射击类游戏一
般，当两束激光聚焦在浑浊物同一
个靶点，按下手柄按钮，听到轻微

“啪”的一声，浑浊物局部就气化了。
“是的，就像射击一样，不断发

射，直到浑浊物被消灭干净。”张雷
主任微笑着说，小的致密浑浊物，激
光可以一次性打掉，但是数量多或
大片网状像棉花团的浑浊物，往往
需要多次治疗清除，一般治疗3次左
右，大多能恢复视觉健康。 越声

专家介绍：
张雷，主任医师、安徽省劳动模

范。安徽省医学会眼科分会委员，
安徽省白内障复明专家委员会委
员，芜湖市白内障复明工程手术技
术组组长。曾在北京同仁医院和上
海一院眼底病专业进修学习，熟练
开展各种复杂类型白内障治疗手
术、视网膜脱离复位术、玻璃体切割
术、同种异体穿透性角膜移植术、各
种难治性青光眼手术、斜视矫正术
及眼部整形美容手术等，在芜湖市
率先开展微创玻璃体手术和黄斑内
界膜手术。获得省科技进步奖1次，
市科技进步奖2次。

一睁开眼睛就看到蚊子在眼前飞舞，抓不到赶不走，怎么回事？眼科医生：

这是得了“飞蚊症”，激光能快速消灭它

张雷主任张雷主任（（右右））正在为飞蚊症患者做激光玻璃体消融术治疗正在为飞蚊症患者做激光玻璃体消融术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