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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我市新北某企业项目
负责人王先生，知道服用或注射头孢
类药物后不能喝白酒，所以饭局上就
改喝红酒，谁知半瓶红酒下肚，出事
了——近日他被同事送进医院抢救。

记者昨日从市第四人民医院获
悉，王先生的症状是“双硫仑样反
应”。据接诊医生介绍，事发当天，王
先生被送到抢救大厅时，全身大汗淋
漓、面色苍白。其自诉头晕、全身乏
力，在到医院之前还出现晕厥，差点
摔伤，幸好身边的同事将其扶住。

接诊医生询问得知，王先生中
午和客户一起吃饭，喝了半瓶红

酒，不久就出现了上述的症状。而
他在事发4天前，曾因发热、咽喉部
不适、干咳，在公司的医务室输注
了三天头孢类抗生素。根据王先
生的种种症状，接诊医生初步诊断
其为“双硫仑样反应”。

“不会吧，我喝的是红酒啊，不
是说头孢加白酒才会中毒吗？再
说了，喝酒当天，我又没有注射头
孢。”王先生知道“双硫仑样反应”
是因为使用头孢类药物后喝酒导
致的，但一直以为是喝白酒，没有
想到喝红酒也会出现类似的反应。

其实，急诊室的医生经常会遇

到这样一知半解的患者，有的甚至
只是喝了含酒精的饮料也出现了
双硫仑样反应。

市四院心内科主治医师仲景
介绍说，双硫仑是一种戒酒药物，
服用该药后即使饮少量的酒，身体
也会产生严重不适，从而达到戒酒
的目的。而在用头孢类抗生素治
疗期间，饮酒或应用含乙醇药物也
会引起相似反应，主要表现为面部
潮红、头痛、腹痛、出汗、心悸、呼吸
困难、血压下降，甚至过敏性休克，
极易误诊为急性冠脉综合征或心
力衰竭。 （杜蘅 史琪 徐丹）

使用头孢后不光不能喝白酒，红酒也和它“犯冲”

挂了3天头孢，喝下半瓶红酒，中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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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和18日，“足彩3亿
大派奖”活动开启后的前两个

“指定派奖期”不负期待，不仅全
国31个省（区）市都收获了一等
奖，14场胜平负游戏和任选9场
胜平负游戏的单期销量也都创
造了年内新高！奖金方面，17日
开 奖 的 14 场 胜 平 负 游 戏 第
17134期诞生一等奖12注，单注
奖金152万元，每注加奖50万
元，一等奖奖金共计超过200万
元！其中，江苏中出的一注一等
奖来自无锡的3202052728体彩

网点。18日开奖的14场胜平负
游戏第17135期在一等奖井喷
1718注的情况下，单注奖金为
11158元，每注加奖3492元，总
奖金仍可达14650元！

受派奖利好消息鼓舞，上周
末的两个奖期销量喜人。足彩
17135期由于竞猜难度较小，受
到购彩者青睐，17135期14场胜
平负游戏销量达到4278万多元，
任选9场胜平负游戏销量达3140
万元，两者均创年内新高。受注
赛事难度较高的第17134期，14

场胜负彩销量为4077万多元，排
在年度销量第三位，仅次于有
1200多万滚存的第17098期，派
奖活动的魅力可见一斑。

赛果方面，第17134期利物
浦、热刺两支英超劲旅主场战平，
直接制造出超过200万元的大奖，
特别是热刺战平中游球队斯旺西
的比赛，命中者比例仅为7.3%。
第17135期没有冷门，一等奖中
出1718注，全国31个省（区）市均
有中奖者，其中广东一省独揽303
注一等奖，成为最大赢家！

在此提醒广大购彩者，本周
末“足彩3亿大派奖”活动将迎来
第三、四个“指定派奖期”，14场
胜平负游戏和任选9场胜平负游
戏每期仍各派送600万元。在
即将到来的周末，大家可以在享
受足彩乐趣的同时，再为公益事
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9月23日21∶00截止销售的
第17139期，受注赛事以英超、
德甲为主，曼联、曼城、切尔西、
多特蒙德等强队的比赛入选，竞
猜难度中等偏高，有望开出较高

奖金。9月24日20∶30截止销售
的第17140期受注赛事以意甲
和西甲为主，尤文图斯、国际米
兰、罗马、马德里竞技等强队均
坐镇主场，巴塞罗那和皇家马德
里两大豪门的比赛也入选，竞猜
难度较低，不过即使没有冷门出
现，有了1200万元派奖资金的
注入，相信奖金成色也不会让广
大购彩者失望！ 缇彩

足彩3亿大派奖不负期待

彩市信息

本报讯 市德安医院近日与钟
楼区卫计局签订《推进精神疾病防
治工作合作协议》，与钟楼区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及乡镇卫生院签
订《精防工作医疗联合体协议书》，
正式开展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三位
一体”健康管理工作，形成市德安
医院负责患者诊疗与技术指导、钟
楼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业务
管理、镇卫生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负责患者健康管理的全程健康
管理模式。

德安医院作为三级精神病专
科医院，承担着全市精神疾病的治
疗和预防工作。此次与钟楼区签
订精防合作，该院将继续组织好精
神专科骨干医生，点对点指导钟楼
区社区精防医生按要求开展精神
病人的建档、管理、评估、随防等工
作，积极汇同钟楼区疾控中心加强
各项工作的监督考核，同时组织好
精防工作人员的培训。

（德宣 赵霅煜）

合作防治精神疾病
德安医院与钟楼区签约

本报讯 本周六下午两点起，
解放军第 102 医院将携手我市各
大医院疼痛科专家，在该院心理康
复中心大楼一楼，为广大疼痛患者
集中义诊。

本次义诊对象为无手术指征
的各类颈、肩、腰、腿痛，慢性关节

痛，各类神经痛、癌痛，原因及科别
归属尚不清楚或归属清楚但无特
别治疗效果的疼痛患者。

参与义诊的专家包括：市一院
疼痛科主任范圣登，市二院疼痛科
主任邹志清、张卫东、陈勇，市中医
医院疼痛科主任许旭东，市四院疼

痛科主任王义琛，市七院疼痛科主
任周薇，武进中医医院疼痛科主任
吴文辉，溧阳人民医院疼痛科主任
王樱，金坛人民医院疼痛科主任曹
国平，以及解放军第 102 医院疼痛
科主任王仁美等14人。

（王之辉 徐丹）

各大医院疼痛科专家 本周六相约第102医院义诊

本报讯 近日，巴西
矿产和能源部部长在北
京 人 民 大 会 堂 ，向 中 国
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颁
发巴西美丽山水电送出
特高压直流输电二期项
目开工许可证。中国国
家电网公司将承建拉美
第一条、世界第四条 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
路 。 这 项 工 程 背 后 ，就
有来自钟楼区的技术担
当——常州西电变压器
有限责任公司。

该公司负责人告诉
记者，在制产品 14 台±
800kV 特高压换流变将
应用于该特大项目。该
输电项目标志着中国特
高压输电技术“走出去”
取得了重大突破，将进一
步推动中国特高压输电
技术和设备进入海外市
场。

此外，该公司 9 月 4
日 刚 刚 开 工 生 产 的 ±
1100 千伏特高压换流变
将应用于国家重点项目

“昌吉-古泉”±1100 千
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该输电项目是迄今世界
上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
量最大、输送距离最远、
技术水平最先进的特高
压输电工程，刷新了世界
电网技术的新高度。

特高压直流输电具
备点对点、超远距离、超
大容量送电能力，可实现
我国西南大水电基地和
西北大煤电基地电力的
超 远 距 离、超 大 容 量 外

送；而且，特高压直流输
电工程作为清洁、高效的
重要能源通道，能有效解
决清洁能源并网，减少大
气污染，带动基建、电力
装备等产业联动，可解决
我国资源蕴藏、经济发展
不平衡及运力紧张的问
题。

常州西电变压器有
限责任公司是国内极少
数具有特高压变压器批
量制造能力的重点企业
之一。近几年来，西电常
变保障了 G20 峰会如期
正常供电；援汶川灾区救
助达 100 余万元；支援雅
安地震灾区救助和雨城
水电站的重建，在第一时
间实现了正常供电。

为提高整体生产能
力，满足国内交直流变压
器在电压容量、核电站建
设及大容量产品出口的
需求，西电常变总投资10
亿元，实施“特高压变压
器及电抗器技改项目”，
一 期 建 设 总 投 资 5.7 亿
元，设计产能增加 1330
万 kVA。该项目将于今
年“9·28”期间投运，届时
西电常变将在直流换流
变压器及电抗器高端产
品领域拥有巨大的竞争
机会和区域优势，较长时
期内保持国内领先，更好
地满足国内特高压骨架
电网建设、沿海核电站建
设对巨型变压器的需求，
对我国电网上水平、上等
级有重要的作用。

（贾帝 吴飞 顾克琦）

国电承建拉美第一条
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

“西电常变”
技术担当刷新高度

城市中越做越大的灯箱广
告，成为市民出行的安全隐患。
近日，薛家城管中队在全市率先
开展了竖式广告灯箱整治活动。

该中队负责人介绍，近年
来，城市中的灯箱广告乱象丛

生。尤其是风吹雨淋，广告的架
子锈迹斑斑，严重破损，安全隐
患突出。

目前，该镇一大批违规、破
损及存在安全隐患的竖式灯箱
已被拆除。 贾帝 邹立 文摄

薛家城管整治竖式广告灯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