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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C07

本报 6 月 19 日讯(记者 张浩)高

考过后，潍坊考生扎堆“摘掉”近视

眼镜。 19 日，记者从潍坊眼科医院

了解到，最近一个星期以来，来做激

光近视手术的患者中，想报军校的高

考生占到九成以上。

19 日上午，在潍坊眼科医院准

分子激光近视治疗中心，前来进行眼
部检查的人里，有不少是刚参加完高

考的学生。

按照医生开的方子，参加完高考

不久的王守国领到了眼药水。他告诉

记者，一直以来他就想考军校，当一

名军人。因为学业的压力，上了高中

之后，视力就不断下降，眼镜的镜片

也越来越厚，基本上每年都得重新配

一副眼镜。军校对报考生的视力要求

很高，所以他想通过手术来矫正一下

视力。医生告诉他手术前两天在家里

要进行眼部消炎，他正要回去做准

备。

跟王守国同样情况的还有不少，

潍坊眼科医院准分子激光近视治疗中

心的刘涛技师介绍说，平时一个星期
安排三次手术，每次不到 10 个人，

现在一星期安排六次，平均每天都有
10 多个人来做手术，其中九成都是

想报考军事类院校的高考生。

陪儿子前来做激光近视手术的潘

先生说，因为现在军检线还没有出

来，还拿不准孩子的成绩能不能过

线，又担心过线之后再做手术的话就

来不及。所以提前准备，带孩子来做

手术。

刘涛技师提醒， 95% 的人做完

手术后的第二天眼睛就可以恢复正

常，基本上七八分钟手术就能结束，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手术，如果

患有结膜炎、角膜炎等炎症，或者患

有青光眼、圆锥角膜、疤痕体质的都

不宜进行激光手术。同时，由于患者

多是身体正在发育的高中生，术后还

是要注意自己的用眼习惯，短期内不

要做剧烈运动，不要过度用眼。

高考生扎堆治近视
专家提醒，部分人群不宜做手术

本报 6 月 19 日讯(高
航)6 月 18 日下午，由潍坊
中百大厦主办，南山地产·

海景房营销中心和东裕马

自达 4S 店联合冠名的潍
坊市第三届个人造型暨服
饰搭配大赛第一场海选在

中百大厦三楼中空上演。

这是 2011 年夏季又一
时尚主题活动，第一场海选
就不乏专业选手参赛。选手

们高挑优雅的身姿和创意
性的搭配风格，给观众带来

了非凡的视觉盛宴。

本次比赛免费报名，选
手们不但能尽情展现自我，

还有机会获得千元大奖。咨

询处和报名处异常火爆。

首场海选在选手和观

众意犹未尽的心情中结

束，这场比赛只是潍坊第

三届服饰搭配大赛的开

端，以后还有多场海选、复

赛等待更优秀的选手进入

决赛，等待自我做主的美

丽展现。

想凉快？本周有场及时雨
最高温将降至 28 度

◎ 三日天气 ◎

◎ 生活指数 ◎

紫外线指数：中等
外出时建议涂擦 SPF

高于 15、PA+的防晒

护肤品，戴帽子、太

阳镜。

20 日

“该下场大雨了！”前几日的小

阵雨不解渴，近日，不少市民都盼着

天降甘霖，一缓潍坊的旱情和闷热

的天气。潍坊气象台预报，本周内潍
坊将有一场及时雨，在周三降临，同

时伴随三至五度的降温。

潍坊气象台预测，周三将有一场

大雨降临潍坊，温度也会随之下降，

最高气温将回落至 28 度。不过在此

之前，气温还将小幅攀升，今明两天

最高气温达 34 度，市民会感觉比较

闷热。降水大概从周三晚间开始，当

天风力较大，南风 4 到 5 级，雷雨时

阵风 7 到 8 级。周四降水结束，以多

云天气为主，一直到周末天气才会放

晴，气温也将回升至 33 度。

潍坊气象台天气预报员提醒农

民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充分利用晴

好天气抢收抢打小麦，防范降水对

麦收带来的不利影响。

晴间多云 南风 2-3 级
20-33℃

多云 南风 2-3 级 20-

34℃

21 日

22 日

约会指数：较不适宜

虽然有风，但天热，建

议尽量不要去室外约

会，如果外出，请您挑

选荫凉地点。

洗车指数：适宜

未来两天无雨天气

好，适合擦洗汽车，

风和日丽将伴您的

车子连日洁净。

宇宙空间发现神秘能量束

黑洞正吞噬恒星

美国加州中部的利佛摩(Livermore)有

一枚“百年灯泡”，号称是全球最长寿

灯泡，从 1901年(清朝光绪廿七年)安装

至今，中间虽曾因停电、故障和数度迁

址而短暂停止发亮，但基本上一直维持

照明功能， 6 月 18 日它欢度 110 岁生

日。

据报道，这枚灯泡由俄亥俄州“薛

比电器公司”生产，设计人是法国移民

查雷特(Adolphe Chaillet)，当时他和爱迪生

正进行“谁能造出最好灯泡”的竞争，

如今两人均已作古，这枚灯泡却仍照耀

人间。

灯泡 1901年出厂后，最先安装在利

佛摩尔消防单位的一栋建筑，目前落脚

在市政大楼消防局。它的设计功率是六

十瓦，但实际照明功率只有四瓦。

《吉尼斯世界记录》在 1972年认证

它是“最耐久灯泡”。利佛摩尔还成立

“百年灯泡委员会”来照顾它。会长欧

文斯说，全美科学家都来看过，但没人

了解为何它能维持这么久。

全球最长寿灯泡

亮了 110年

据国外媒体报道，美国宇航

局雨燕伽马射线探测器扫描天龙

星座时，发现其内部出现神秘能

量源，大约距离地球 4 0 亿光

年，后来被证实：这是个黑洞正

在吞噬一颗恒星！这是一个相当

罕见并且非常特殊的宇宙事件，

概率小到每 1 亿年才有可能被观

测到一次。

美国宇航局雨燕伽马射线探

测卫星在扫描宇宙某一深处时突

然出现强烈的射线闪光，后来范

围进一步缩小到天龙星座，进行

详细的观测。天文学家最初认为

这只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伽马射线
暴发，但是科学家发现这次的能

量集中释放居然能持续数月，所

以他们意识到这其中的原因肯定

不止这么简单，必然还隐藏着更

加神秘的东西在起作用。

美国宇航局最后得出的初步
结论是：巨大的能量释放以及长

时间的 X 射线、伽马射线的暴发

均来自这颗正在被黑洞吞噬的恒

星，这个颗恒星的大小和我们的

太阳差不多，而撕裂它的黑洞质

量比这颗恒星大至少 100 万倍。

伯克利分校的 Bloom 教授认

为：这个黑洞可能是另一类型的

黑洞，它不像一般黑洞那样见到

物质就大量吞噬，从迹象上看，

更像是一种随机性的吞噬行为。

这个事件发生的概率非常的低，

仅仅是一个偶然性事件，很可能

永远都不会再发生。

镜泊湖

旅游指数：较适宜

白云飘飘，较热，但风

稍大，能缓解较热的

天气。较适宜旅游，您

仍可陶醉于大自然的

美丽风光中。

多云转阴有雷雨 南风 4

-5 级 雷雨时阵风 7-8 级
20-30℃

镜泊湖距离牡丹江市区仅百

余公里。“镜泊”意为“清平如镜”。

镜泊湖蜿蜒曲折，湖中大小岛屿星
罗棋布，而最著名的湖中八大景，

犹如八颗光彩照人的明珠镶嵌在

这条在万绿丛中的缎带上。

暑期打工多与专业无关

简单工作成为首选

个人造型暨服饰搭配大赛

首场海选完美落幕

本报 6 月 19 日讯(记者

马媛媛) 随着暑假的来

临，许多大学生也开始作打

工准备。19 日，记者采访发

现，大学生打工时一般不考

虑所学专业，干得最多的还

是诸如家教、促销和手工制

作等“简单工种”。

19 日，在潍坊学院宣传

栏里五花八门的招聘广告

中记者看到，招暑期工的多

是超市、餐馆、咖啡店、服装

店等。这些工作一般是促

销，只要去一天就有一天的

工资。另外，还有发传单、饭

店服务员、话务员、家教等。

潍坊学院外语专业的

学生杨涛告诉记者，他想利

用暑假打工赚点生活费，暑

期工资对自己来说最重要。

自己也想找与专业相关的，

但发现很少有招外语专业
暑期工的，最后选择了与自

己专业无关的制作电子产
品工作。

一家招暑期工的食品
厂经理告诉记者，大学生接

受一份新工作的适应期非

常短，几乎不用进行培训就

可以上岗。而食品包装工作

则并不需要相关专业。

记者采访发现，虽然学

生、老师和家长都希望学生

暑期社会实践的“含金量”

能高一点儿，最好能与专业
知识相结合，但是这样的实
践机会，面对庞大的需求只

是杯水车薪。

环保时装秀

15 日晚，在安丘市职业

中专举办的庆祝建党 90 年
艺术表演晚会上，同学们穿
上用废旧报纸、布料、一次性
纸杯等做成的时装在 T 型
台上走秀，废旧物品通过一

双双灵巧的手再生出漂亮的
礼服、优雅的花苞裙和鲜艳
的胸花。环保时装秀丰富了
当代中职生的校园文化，使

“环保”、“节能”理念深入人

心。

通讯员 振升 朝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