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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间多云，南风4～ 5级阵
风6级，最高气温22℃，最低气
温17℃。

晴间多云，南风4～5级
阵风6级，17℃～22℃。

晴转多云，南风4～5级转
3～4级，16℃～22℃。

第一次低潮在2:39，潮高0.95米；

第一次高潮在8:29，潮高4.00米；

第二次低潮在15:10，潮高1.85米；

第二次高潮在20:19，潮高3.75米。

17日滨海浪高
0.8米，浪向南，水温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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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开奖

晴，南风4～5级 16℃～22℃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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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南风4～5级 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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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南风4～5级 17℃～28℃

晴，南风4～5级 16℃～30℃

晴，南风4～5级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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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全媒体记者 徐军 报道
本报5月16日讯 5月15日是

我国第二十四个“防治碘缺乏病
日”，今年宣传主题是“每天一点碘，
健康多一点”。记者 5月16日从市
疾控中心获悉，青岛市民碘摄入量
整体适宜，但是孕妇碘补充不足。孕
期严重缺碘，则可能会导致孕妇流
产、早产、死产和婴儿先天畸形。
青岛虽地处沿海，居民饮食中

海鲜摄入量较多，但是居民膳食中
海带、紫菜、海鱼等富碘食物食用频
率和食用量都很低，膳食中的碘
80%以上来自于加碘食盐，如果食
用不加碘食盐，97%以上的居民碘
摄入量低于推荐摄入量，碘缺乏的
风险很大。2016年监测数据显示，
青岛居民户碘盐覆盖率96 . 9%，合
格碘盐食用率90 . 47%。这些结果
表明，青岛居民碘摄入量总体状况

适宜（适宜值为 100至 200μ g/
L），但是孕妇碘营养已降至低于适
宜值(150μg/L)的水平。
碘是新陈代谢和生长发育必需

的微量营养素，是人体合成甲状腺
激素的主要原料。甲状腺激素参与
身体新陈代谢，维持所有器官的正
常功能，促进人体尤其是大脑的生
长发育。孩子大脑发育从母亲怀孕
就开始了,胎儿期和婴幼儿期（1～
3岁）是孩子大脑发育的关键时期,
如果孩子在胎儿期和婴幼儿期缺
碘，会影响大脑正常发育，严重的
造成克汀病、聋哑、智力损伤等,如
果孕期严重缺碘会出现流产、早
产、死产和婴儿先天畸形。胎儿所
需要的碘全部来自母亲，因此，孕
妇碘营养不足会造成胎儿缺碘。妊
娠期和哺乳期妇女对碘的需要量
明显多于普通人群，需要及时补充

适量的碘。
近年来，不少关于补碘过量导

致甲状腺癌的传言，让很多人对补
碘安全和是否需要补碘产生了怀
疑，市疾控中心专家介绍，全球主
要国家无论是否采取补碘措施，无
论碘摄入量是增加、稳定或下降，
甲状腺癌的发生率都增加，并且主
要以直径小于 1厘米的微小癌增
加为主。相当一部分甲状腺微小癌
具有惰性进展特点，恶性度低，预
后良好。患者要听从临床医生要
求，进行正确治疗或跟踪观察。有
研究提示，当前甲状腺癌的“流行”
部分归因于甲状腺筛查，并与高分
辨率B超的广泛应用而产生的对
隐匿癌或微小癌的过度诊断相关。
因此，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食用
碘盐或碘摄入量增加与甲状腺癌
的发生相关。

□半岛全媒体记者 付晓晓 报道
本报5月16日讯 公交631路

线5月20日进行局部调整，新线路
为新利路至海尔工业园南门。双向新
增站点：新利路、美寓天城、左岸风度
北，双向取消站点：左岸风度、西韩新
苑；新利路至海尔工业园南门方向新
增站点：株洲路东站、国家质检中心
基地、新利路西站、科苑纬四路、枣山
东路株洲路，取消站点：金盛苑、西韩
新苑南；海尔工业园南门至新利路方
向，取消站点：劲松七路北站。首末车
时间调整为，新利路6:00～ 21:30，
海尔工业园南门6:00～ 21:30。

□半岛全媒体记者 付晓晓 报道
本报5月16日讯 自5月19日

起，黑龙江中路南向北方向的“时代
城”车站北移 20米，涉及 103路、
106路、109路、111路、129路、131
路、312路、371路、372路、503路、
640路线；文昌路北向南方向的“大
枣园”车站北移 200米，涉及 122
路、327路线；文昌路北向南方向的
“十梅庵公园”车站南移150米，涉
及122路、327路、364路线。

得了痔疮，在很多人眼里都
是小事一桩。痔疮的临床表现是
大便时带鲜血，或有肿物从肛门
脱出。然而，多数患者在出现便血
的时候以为是“上火”，于是有的
自行“降火”，有的甚至置之不理，
这样就很容易使直肠恶变逐渐滋
生，酿成大祸。
青岛京北胃肠医院肛肠诊疗

中心李德明主任表示，对便血病人
进行肛门指检是非常必要并行之
有效的检验方法，60%的直肠肿
瘤可以通过肛门指检被发现，医生
会根据手可触及到各种异物，如较
硬、不移动的结节状肿块，或带蒂、
可移动的息肉样肿物等来判断。

患痔疮疼痛难忍，自行用药
误病情。李德明主任提醒：不少患
者每每便血发作，就自己随便买点
口服药吃或者用药膏涂抹，自诊自
治。久久拖延下暗藏祸根，引发肛
肠恶变。同时，痔疮背后往往隐藏
着其他病因，痔疮出血，红肿突出，
疼痛难忍。若干硬粪便划伤肛肠还
会引发肛裂，进一步感染形成肛窦
发炎、肛周脓肿，甚至造成肛瘘。
如果市民有便血、有异物感、

便痛、肛门瘙痒、脓肿、肛门坠胀、
排便不干净、肛门流粘液或血水、
肛门有肿块突起等症状，可以拨
打热线83088797来预约专家，
同时检查费还可以享受半价优
惠，治疗也可申请300至1000元
援助。 青文

□半岛全媒体记者 付晓晓 报道
本报5月16日讯 日前，青

岛公交集团“小罐大爱”LOGO
征集活动结果揭晓，来自福建省
石狮市的贺桂保设计的作品荣
获一等奖，成为公交集团“小罐
大爱”的正式LOGO，在公交集
团零钱站的牌子和零钱罐上统
一使用，并将在“小罐大爱”其他
活动中广泛使用。
青岛公交集团“小罐大爱”

志愿服务团队是由青岛近千家
爱心商家、千余名公交志愿者、
200余名社会志愿者组成的爱
心团队，为乘客提供零钱兑换、
零钱借用、零钱捐献服务。贺桂
保设计的 LOGO由红心、零钱
罐、手和公交集团标识等元素
构成，形象直观体现出公交集
团“小罐大爱”的主题形象，造
型简洁，内涵丰富，易于识别和
推广。
据了解，公交集团“小罐大

爱”LOGO征集活动自4月启动
以来，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应征

作品百余件。公交集团按照相关
评比流程，对所有作品进行整理
评选，并邀请相关专家参与评
选，最终评选出一等奖 1名，奖
金 10000元；二等奖 5名，奖金
2000元，鼓励奖 76幅作品，奖
金100元。目前评选结果已经在
公交集团官网上公示，奖金领取
方式另行通知。

岛城孕妇总体缺碘
碘营养缺乏可影响孩子大脑发育

公交631路周六起调整

仨公交站点周五起调整

公交“小罐大爱”有了正式标识

▲公交集团“小罐大爱”LOGO

警惕！痔疮与癌只差“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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