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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声屏
W E E K L Y

高温，高温！
何以捱过漫漫长夏？
编辑/本报记者王文锦

高压带来高温

其实，高温并不是今年独有。2003年、2013年和

2017年，我国相继出现本世纪以来最明显的三次高温

事件。但是，今年 6月 13日以来，高温天气已经持续

五十多天，从强度总体评估上已经超越了 2003年和

2013年，综合强度极有可能打破 2017年的纪录。

在全球范围内，高温也是叱咤风云，在我们北半

球，甚至连北极都能穿短袖了！

据国家气候中心气候服务首席专家周兵分析，北

半球极端高温由多重因素导致：“全球变暖是北半球

高温热浪事件频发的气候大背景，中纬度大气环流持

续异常则是全球多地高温热浪频发的直接原因。在

北半球副热带地区上空，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带、大

西洋高压带和伊朗高压均阶段性增强，由此形成大范

围的环球暖高压带，使得热空气留在近地面散不出

去，继而出现高温热浪事件。不仅如此，跨越 3年的

拉尼娜气候事件对大气环流异常的影响，仍不能忽

视。今年春季以来，赤道东太平洋拉尼娜事件非但没

有减弱，反而在加强，加上印度洋海温异常，推动副热

带高压持续增强。”

“既然外面天气这么热，那我就待在家里，不是挺

舒服的么？”但是高温是无孔不入的，无论在家还是出

行，它也会大家的生活带来不便，市民也要学会应对。

钢化玻璃会自爆，贴膜要选质量好的

烈日下，有些窗户钢化玻璃可能会爆裂，呈现冰

裂纹状，要是碎片掉落，清理非常麻烦，还会划伤小朋

友的脚。钢化玻璃怎么无缘无故爆裂了呢？其实，这

可能就是高温所致。自爆是钢化玻璃的固有缺陷，因

为钢化玻璃内含有一种叫硫化镍的成分，在热胀冷缩

情况下，这种小颗粒会变大变小，与玻璃形状大小不

吻合，此时，就可能导致自爆。

那么，如何防爆呢？给玻璃贴膜是最简单的方

法，从而快速、有效解决窗户采光、隔热等问题，有效

防止玻璃自爆后的残碴飞溅，避免造成人身伤害。但

专家建议，只有优质建筑膜的钢化玻璃才能阻隔大部

分阳光热量，达到增加室内舒适度和隔热的目的。

空调反复“作妖”，记得要维修

盛夏的空调一会儿制冷一会儿不制冷，到底是坏

了还是没坏？其实，这是空调在自我保护，也在提醒

主人，有的零部件已垂垂老矣。空调外面主机电风扇

转速慢，散热散不了，空调于是间歇性制冷。此外，还

有一个原因就是，空调外机的蒸发器较脏，出风口有

障碍物，导致出风不畅。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最好请专业维修人士上门维

修，一定要及早联系，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报修电话已

经被打爆了，大热天等待维修空调也是挺难熬的。

高温天，“护胃”很重要

高温天也是肠胃病的高发期，许多市民朋友都出

现了拉肚子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呢？对此，记者咨询

了苏州市立医院东区消化内科主任陈志荣。“高温天

食物容易变质，滋生细菌，从而导致急性肠胃炎。另

外呢，冰饮也是一大‘元凶’，贪食冰饮导致肠胃功能

紊乱的情况也很多。”

可见，高温天，“护胃”很重要！除了少吃冰的，食

物的新鲜也是头等大事，隔夜食物就尽量不要吃了。

虽然我们常用冰箱保鲜，但陈主任也提示，冰箱里的

菜最好不要拿出来直接吃，最好经过加热后再进行食

用。此外，做饭时，烧熟、烧透才能用高温消灭细菌！

别把藿香正气水当万能解暑药

夏天，藿香正气水是苏州人的家庭必备，销量也

是节节攀升。但是，不要把藿香正气水作为包治“中

暑”的灵丹妙药。如果出现中暑症状，首先要做的是

迅速撤离高温环境，选择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最好

帮中暑者解开衣扣，让其平卧休息，并多饮用一些含

盐分的清凉饮料。可以在中暑者额部涂抹清凉油、风

油精等，或服用藿香正气水等中药。但中暑情况没有

有效好转的，还是要及时送到医院治疗。

纯净水的最佳饮用期是 5天

高温天，桶装的纯净水就成了首选，可是，一不小

心，纯净水也会中招哦！夏天是藻类、苔类微生物繁

殖的高发期，夏季空气中湿度大，众多微生物的孢子

会寻找适合空气中适合其繁殖的地方。因此，饮水机

会遭受这些孢子的入侵，出现“水变绿”的现象。

因此，从行业角度来看，高温天，纯净水 5天后最

好要更换了。曾经有人对饮水机水质菌落进行过测

试。开封后第一天，饮水机里的水菌落指数为 0，过了

10天，细菌总数竟上升到每毫升 8000个，而国家标准

规定为每毫升 50个。所以，存放的时间越久，桶装水

就越不安全。如果家里喝的速度慢，那夏天在做汤、

蒸米饭时，都可以使用桶装水，这样能避免水过期。

出行时刻，别忘了保护好“爱车”

高温天里，汽车也会“中暑”！当发动机的冷却液

浓度不够时，冷却液的沸点降低，就是俗称的容易“烧

开”。发动机工作时的温度是相当高的，加上户外的

高温，导致发动机舱冒“烟”（水蒸气）而无法行驶。

一旦遇到水温过高的情况，在确认安全的情况

下，将车停在路边，打开发动机舱盖，保持怠速状态运

转，让冷却水循环散热，切记不要马上熄火。然后在

做好警示措施的情况下，打电话寻求帮助，尽量不要

勉强开动车辆，避免“雪上加霜”。

除了对汽车本身的关注，在开车上路前，最好还

要给汽车来个“大扫除”。

对于抽烟的车主来说，打火机是常用物品。但它

在高温天容易爆炸，所以下车后应随手将打火机带出

车外。还有啤酒和碳酸饮料存在大量气体，遇到高温

以后也容易爆炸。特别提醒市民，高温天切勿把汽车

当杂物箱，香水、碳酸饮料、电池及充电宝、放大镜和

老花镜都会成为高温天车内的危险品，一定要当心

哦！

8月10日，苏州市气象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8月11日，红色预警继续高挂……八月虽然刚开
头，但太阳勤勤恳恳地照耀苏城，40度的高温屡见不鲜，热得打破了记录，让苏州人直呼“过了
一个假的立秋”！今年气温为何如此反常，应对高温我们又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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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工业园区唯亭的草鞋山遗址，被誉为“江南

史前文化的标尺”、“世界稻作文化的原乡”。如今，遗

址经过多次考古发掘精心保护后，在原址上因地制

宜，建起了一座集休闲游览、科普教育、文物保护于一

体的草鞋山考古遗址公园。近日，我们唯亭娄江文学

社的社员，冒着酷暑前往遗址公园采风，翻阅这部立

体史书的厚重书页。

三面环水，环境幽雅的草鞋山公园，风景这边独

好。在导游的带领下，我们边走边听，仔细阅读。步

道的左边，就是昔日的草鞋山遗址。山名因为形似

“草鞋”而得。与草鞋山遗址近在咫尺，还有一座原生

态的土山，名叫夷陵山，高约10米。经考古勘探分

析，这里在马家浜时期为先民的生活生产区域，崧泽

时期逐步堆积成高台。保存至今，堪称苏州地区年龄

最大的“鼻祖”级假山了。但见陡直的山体浓荫密布，

充满了神秘的时代沧桑感。草鞋山遗址的另一处经

典，是保存在夷陵山下的一组长方形探坑。原来，这

就是当年考古发掘的现场。据导游介绍，草鞋山遗址

经过的大发掘，前后多达六次。截止2021年10月，

共发现新石器时期墓葬239座，水稻田遗迹115块，

以及多处屋址。出土了陶、石、骨、玉等质料的生产工

具、生活用具、碳化稻谷、碳化纺织品残件等文物多达

1200余件。如此，草鞋山遗址集稻作文化、居住文

化、墓葬文化于一体，堪称江南史前文化的大观园。

公园内的主题展，是一座名叫“行走在遗址间”的

展览馆。展厅的一大亮点，是一座文化层模拟装置，

外形如同一把高高竖起的弧形标尺。标尺上，标注各

个不同时期文化层的年代刻度。当时在遗址发掘后，

发现文化层堆积的厚度达11米，共10个层级。其中

三个重要的文化时期层级。按时代先后从下至上，依

次为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展览馆的布

展方式，多种多样。除了传统的文字、图片说明，还有

大型的场景模型。值得一提的是：展厅内还布置了一

个“考古世界”。利用当代声光电高科技手段布展的

考古互动体验，直观性强，更容易引起参观者的理解

和兴趣。比如，别具一格的“文物采集方法”屏幕展

板。展板上显示了搬拿法、插板法、箱取法、托网法等

四种文物采集方法。某种文物采取何种方法采集，你

可以事先判断。用手触摸展板上的有关部位，就可以

揭晓你的答案是否正确。

遗址公园绿荫中，还设置一扇别具一格的“时空

之门”。采用泥土制作的时空之门，古朴简陋，充溢着

时代沧桑。我们站在这里，遥想先民的生活生产场

景，在史前文明与当代文明的时空碰撞中，感悟江南

文化的传承。我忽然联想起当代建造的，作为园区地

标建筑的“东方之门”。从古老的“时空之门”出发，穿

越六千余年的时光隧道，当代园区的建设者们，筑起

了“东方之门”的时代高度和厚度，筑起了屹立于世界

之林的骄傲。

草鞋山公园采风记

清晨，一觉醒来，看到父亲在屋檐下生煤炉，蒲

扇“呼呼”地对着煤炉洞门猛煽，边煽边说道：“今天

入秋了。”

“嗯，交秋了。”母亲应着，从里屋拿出钢筋锅，

上水栈清洗。

停了一个夏天的煤炉，重新生火了。我们知

道，又到了打秋水的日子。不用父亲呼唤，我们拿

起吊桶，去水井中吊上一桶井水，拎回了家。此时，

钢筋锅洗好了，蜂窝煤球烧红了，父亲将吊来的井

水倒入钢筋锅中，开始烧开水。

水烧沸了，盛在广盆里，撒入一小把薄荷叶，切

入十几片柠檬，父亲便用浓浓乡音拖腔的语调开始

吆喊：“喝秋水茶了——”

我们全家人都喝，闻讯而来的乡亲也喝。我们

用小碗轻轻舀起，用嘴细啜，以鼻轻嗅，一缕淡淡的

自然清新，和着幽幽的甘冽清香，沁人心脾。啜上

一口，满口生津，满齿留香，真是舒服极了。

喝秋水茶，是我们乡下祖辈传下来的习俗。据

说在入秋这一天，全家人喝上一碗秋水茶，既能清

凉解暑，又能防秋后腹泻。喝完秋水茶，父亲郑重

其事地交代：“入秋了，喝过秋水茶，就不能再去河

里汏冷浴了，要汏热浴了。”

“晓得了——”我们极不情愿地应着。父亲从

里屋中搬出一口空水缸，放在家门前的场地上。我

们继续去水井吊水，“哗啦啦”地倒入水缸。水缸中

的水满了，任它太阳底下曝晒，晚上就用曝晒过的

井水，烧土灶浴锅，汏秋水热浴。据说，汏这样的秋

水热浴，不生痱子。

张家港乡下的立秋，总是仪式感满满。人们不

光喝秋水茶，汏秋水浴，还要用“啃秋”的方式，迎接

秋天的到来。

下午，父亲从村头的瓜棚里，拎回一个又大又

圆的西瓜，放在吊桶中，沉入井底，在清凉的井水中

浸上数小时。捞起，一刀切下，鲜红的瓜瓤就露出

来了。咬一口，甜甜的，凉凉的，那滋味，正应了那

句歇后语：“三伏天吃西瓜——好生痛快。”

切开瓤的大西瓜，整整装了两广盆。全家人围

坐在堂屋中，抱着红瓤西瓜啃，很快两广盆的西瓜，

一扫而光，只剩下一堆啃完的西瓜皮。在乡下老

家，按照老法传承下来的习俗，立秋必须啃西瓜，是

为“啃秋”。“啃秋”也叫“咬秋”，寓意是炎炎夏日酷

暑难熬，时逢立秋，一口将其咬住，好留住凉爽。同

时，也是希望啃着啃着，就能给秋季“啃”出一个好

收成。

“立秋啃秋，一年顺溜”，那硕大圆满的西瓜，不

就是寓意人们对秋天收获的期盼、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吗？立秋时分，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啃西瓜，其乐

融融，其情浓浓，期盼家庭如西瓜一般圆满，年成如

西瓜一般硕大，生活如瓜瓤一般甘甜。

如今，在物质丰盈的年代，那些曾经的立秋仪

式，有些冷落，有些散逸，但父亲那一声浓浓乡音拖

腔的吆喊，那一碗酸酸甜甜的秋水茶，那一块红彤

彤的西瓜瓤，依然倔强地占据我的记忆内存，时不

时地浮现在往事如风的记忆屏上。

立秋的味道

文/何大明

文/许国华

时光走得飞快，文字的笔划依然在流光里定格着我们的

喜怒哀乐。

在这里，记下生活，记下时光，记下记忆与梦想，也记下写

写划划的兴味吧。

本版欢迎长期投稿。

稿件题材不限，以反映苏州人文、生活为主。感情真挚，

内容鲜活真实，言之有物。稿件篇幅千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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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陆锋

因意外受伤，我谨遵医嘱卧床休养，友人来探病，还

未坐定，倒是先絮絮叨叨开始吐槽：从孩子每天写作业

拖拖拉拉到错过了水果店会员卡兑换，从婆婆做菜有点

咸到楼市价格直线上涨……趁她喝水的间隙，我即刻见

缝插针提出了一个问题：“谁的生活不是一地鸡毛呢？”

她愣了片刻，理直气壮地道：“你呀。”还加上一句，

“每次我觉得日子难过的时候，想到你，我就更觉得过不

下去了。”

这番话让我实在惊异。

我的生活何尝不是一地鸡毛？人至中年，上有老下

有小，谁也不比谁容易，各有各的艰难。生活不曾饶过

她，难道饶过我了吗？

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我们也是爆发过多次战争。

我先与先生对阵，后与公婆交锋，浴血奋战多年终于一

统江湖，本以为大权在握从此一言九鼎，还没有来得及

松一口气，真正的战役拉开序幕——儿子才是终极大魔

王。哪一天不是斗智斗勇？衣食住行、身心健康、人生

态度……哪一样不要老母亲操心？

两年前的楼市价格就让我咂舌不已，望而却步，买

房的心早就化为灰烬了。我不过是一个普通人，看看房

价，再看看自己银行卡上的数字，难免深深惭愧，身而为

人，努力活了三四十年，堪堪只能买得起洗手间。

只是，转念又想，虽然我和买房自由还存在着按光

年计的距离，但我已有一个小小的容身之所，难道不该

知足常乐吗？

友人听我说完，也是一脸惊异——她大概没有想

过，她家那一地鸡毛，我家一根不缺。

“孩子的教育问题，婆媳问题，资产配置问题……这

些是每一个家庭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我不爱去说那

些事情，并不代表这些事情不存在。我的态度从来都是

有问题就去解决问题，任何问题都有解决方法。时间从

未停止，生活总要继续。”我深吸一口气，笑着说，“为人

妻，为人母，想把日子过好，谁不是一睁开眼睛就忙得昏

天黑地？忙碌的时候，我就默默安慰自己，忙起来才没

有辜负早上化的妆、中午吃的饭、晚上刷的碗……不管

如何，生活都是日复一日，我们要学会在平淡无趣中寻

找乐趣。”

友人沉默了一会儿，哂然：“原以为你会给我来一碗

当归枸杞人生乌鸡汤，没想到你直接给我上来一壶酒，

希望我醉意人生啊！”我指指自己受伤的腿，悄声说：“这

段养伤的时间是我近几年最惬意最舒心的日子了。”

友人闻言，捂嘴偷笑。

人生多不易，不如清酒一杯敬自己！

敬自己一杯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