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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冰爽解暑的雪糕，是很多人夏天必不可少的“刚需”。近
日，“雪糕刺客”等话题登上微博热搜，市场上多款雪糕因价格过
高被网友吐槽为“雪糕刺客”，它们埋伏在冰柜不起眼的角落，有
着不起眼的品牌和包装，看似普通，但结账时动辄十几元甚至几
十元的价格，分分钟“暗杀”你的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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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网络查询发现，一
些店铺贴心地设计了图文并
茂、一目了然的雪糕价格单，颇
受消费者欢迎。

这样的做法，引来网友点
赞：

@啵丝的鸭：谢谢你，价格
侠！

@七百里加急递煎饼：雪
糕统一标价值得推广，看得
清清楚楚，妈妈再也不用担
心雪糕刺客突然跳起来攻击
我！

@无声默契OvO：这对社
恐人士来说真的很友好了，你

知道那种拿了贵的雪糕又不好
意思退的感觉有多难受吗？还
没吃就心凉了。

即将于今年7月1日正式
施行的《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
欺诈规定》中强调：“明码标价
应当根据商品和服务、行业、区
域等特点，做到真实准确、货签
对位、标识醒目。”在业内人士
看来，由于雪糕产品集中堆放
在冰柜，很多商家难以做到“货
签对位”，给消费者造成困扰，
但这种图文并茂的雪糕价格单
为大家提供了可借鉴的“模范
样板”，值得推广。

昨日，记者走访郑州多家
超市、便利店发现，一些个体小
店的雪糕混杂堆放在冰柜里，
没有明确的标价，需要向老板
询价；一些便利店虽然在冰柜
上贴了密密麻麻的文字价签，
但消费者很难在众多雪糕和价
签中一一对应。

一位消费者向记者吐槽
道：“超市里雪糕的价签乱七八

糟贴在一起，商品摆的位置和
标签对不上，根本看不懂哪个
是哪个，有时候以为找到了对
应的价签，结果结账时发现根
本不是这款。超市里买东西的
人那么多，我也不能一直在那
儿看价签，只好随便拿几款就
走，有时候就会拿到很贵的雪
糕，又不好意思再退。现在我
只敢拿自己认识的雪糕。”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郑超 魏浩 文 白周峰 摄影

最近，河南多
地持续出现高温天
气，郑州最高温更
是蹿上40℃，热浪
滚滚，令人难耐。

高温天气下，
郑州一医院急诊科
收治了1例热射病
患者，该患者长时
间在室外高温下工
作，出现昏迷、抽
搐、口吐白沫等症
状……

什 么 是 热 射
病？有哪些高危人
群？昨日，郑州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综合
ICU主任孙同文教
授接受采访，为大
家全面讲解高温下
的“致命疾病”。

孙同文教授

郑大一附院东院区急诊
ICU收治1例热射病患者，同
事发现时昏迷、抽搐、口吐白
沫；体温41℃，昏迷，频发抽
搐，结合病史和检查，诊断为
热射病、多脏器功能衰竭。

入院后给予强镇静控制
抽搐，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
呼吸，持续血液透析，物理降
温，脏器功能支持等治疗，目
前虽没有脱离生命危险，但病
情已好转，体温已得到控制。

中暑分先兆中暑、轻症中
暑和重症中暑，热射病是重症
中暑，是暴露于热环境和或剧
烈运动所致机体产热和散热
失衡，以核心温度高于40℃

和中枢神经系统异常为特征。
热射病症状有高热、昏

迷、抽搐、精神异常等，常伴多
器官损伤危及生命，致死率高
达50%。

热射病分劳力型热射病
和非劳力型热射病，劳力型热
射病常见于高强度体力活动
引起，多见于健康青年人，非
劳力型热射病多见于老年人、
儿童、孕妇或有慢性基础疾病

或免疫功能低下者。
目前这个时间段，患者常

见于室外作业人员，如建筑工
地工人、环卫工人、农田作业
的农民，8月底9月初，军训的
学生时有发病。

先兆中暑和轻型中暑及
时脱离高温环境、饮用糖盐水
或果汁等包含电解质的水后，
可恢复正常。

如果出现发烧、恶心、呕
吐、行为怪异、幻觉、注意力不

集中、记忆力减退等，应警惕
出现热射病，应及时到急诊科
就诊。如出现昏迷、抽搐、高
热、无尿等症状，应紧急拨打
120，送急诊科抢救。

高温天在户外出现眩晕
等症状，应做到以下几点：1.
休息，监测体温、血压、血糖；
2.及时补水，喝淡的糖盐水，
不要大量饮水，否则会引起水

中毒，出现抽搐；3.迅速到通
风、有空调的室内歇息；4.口
服藿香正气水、菊花茶等；5.
以上措施均无法缓解症状后
需要及时就医。

心血管疾病，高温易诱发
心衰、心绞痛；糖尿病，容易并
发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乳酸酸
中毒、高渗性昏迷；急性胃肠

炎，生冷、不洁饮食，剩饭剩菜
未充分加热，冰箱食品直接食
用等引发；蚊虫叮咬可引起流
行性乙型脑炎，山区有蜱虫病。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田育臣 文图

不晒了，咱去夜市放飞吧
记者整理郑州各式夜市打卡地，助你约起来

郑州入夏，气温飙升至40℃，不少朋友白天不出门，晚上借些许凉意，出门撸个串、约个会，放飞一下自我。
当下，“醉美·夜郑州”如火如荼，不少网友私信邻妹妹询问，咱大郑州有哪些网红夜市（夜经济）？今天，邻妹妹一
口气整理了郑州众多网红夜市。你也来瞅瞅，一共打卡过几个？

时间：6月17日～9月中旬
地点：郑东新区CBD如意湖畔
特色：夜幕降临，如意湖畔，逛黄河

风艺术市集，欣赏非遗文创、旅游演艺、
现场绘画、沉浸体验产品……在沿湖乘
凉消暑的同时，感受河南历史文化、郑
州特色生活等元素的交汇融合，在惬意
中体验郑州“夜经济”文化与艺术活力。

时间：不限
地点：郑州黄河路68号
特色：红砖墙、小轩窗，工业风、文

艺范儿！这里入驻文化艺术类演艺、街
舞、酒吧、小酒馆、格调餐饮、咖啡、国
潮、文创设计等50余家，成为郑州时尚
夜经济名副其实的网红打卡地。

时间：不限
地点：郑州农科路与政七街交叉口

附近
特色：酒瓶状的创意灯具和淡雅柔

和的光带，别具高雅格调。在这里，酒
吧、KTV、晚茶、啤酒屋，各式时尚特色
消费场所一应俱全。羊肉串在这，也被
赋予了小情调。

时间：6月至8月底，每周五、周六
18:00～22:00

地点：管城区文德路与鼎盛街交会
处国香茶城茶文化主题公园

特色：茶文化主题公园内营帐星罗
棋布，灯光就位，舞台搭好；当家好茶，
清凉茶饮，精美茶器，可仙可居家的茶
服，还有可心的茶礼；女生见了走不动
的漂亮饰物、手串，紫砂壶现场制作、茶
艺、香道展示……

时间：即日起至7月2日，每周五、
周六

地点：郑州航空港区梁州大道与苑
陵路交会处东北角

特色：数千只萤火虫放飞，组合搭配
推出音乐啤酒节、小丑巡游、萌宠互动等
亮点项目，丰富游客夏日夜游体验。

时间：即日起至6月30日
地点：中牟县文创路与百花街交叉口
特色：《Dis狂欢蹦迪》、《摩登狂欢

舞会》、《夏日狂欢泼水》……各色活动
陆续上演，让游客沉浸于场景和故事的
同时，也能感受到夏日夜晚的活动与激
情，在这期间，啤酒夜市、撸串小龙虾嗨
爆味蕾，各种演出给游客应接不暇的体
验。

时间：营业时间延长至每天21:30
地点：中牟县郑开大道与人文路交

叉口向南
特色：方特城堡上空，一束束耀眼

的光线呼啸而出，在黑色的夜空中瞬间
绽放，姹紫嫣红的烟花璀璨了整个天际
……

“青春派对”主题夜场活动，游客可
以欣赏流光溢彩的乐园美景，放飞寄托
希望与美好的“心愿气球”，加入精彩纷
呈的“方特毕业狂欢派对”演出。

地点：新密市刘寨镇
银基乐海水世界

时间：6月25日至8月14日
特色：银基乐海水世界夜间潮玩活

动“酷玩电音节”即将开启，游客在水中
跟着动感的节奏，蹦迪狂欢，可持续至
晚上10点。

银基摩天轮广场
时间：6月25日至10月7日
特色：银基摩天轮广场将首次亮

相，推出夏日重磅活动“银基龙虾节”，
集合本地特色烧烤餐饮品牌、河南著名
文创商品经销商，打造极具本地特色文
化的夜市经济。

时间：不限
地点：郑州健康路与同乐路交叉口

附近
特色：到了晚上六七点，各种各样

的小吃摊就摆出来了。在这里，吃喝玩
乐应有尽有，鸡血汤、煎饼果子、周口烧
饼、烧烤啤酒、大肠包小肠；杏仁茶、冰
沙、糖水、各种品牌的特色饮品；衣帽鞋
袜、头花首饰、生活用品……

时间：不限
地点：二七万达金街、中原万达商

业街、金水升龙广场、国贸360、王府井
百货商业街等

特色：这里是集餐饮、娱乐、商超为
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商场。一到晚上，异
常繁华，各种菜系等待着你的选择，还
有小龙虾、自酿啤酒、碳锅鱼、生煎包、
螺蛳粉等各种小吃。

除了这些网红夜市（夜经济），你还知道
郑州哪些热闹的夜市？请微信搜索、关注

“邻妹妹帮个忙”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
吧。

一些便利店冰柜上的文字价签混乱
消费者很难一一对应

图文并茂、一目了然的雪糕价格单
颇受消费者欢迎

图文并茂的雪糕价格单，让消费者一目了然。 图片来源于网络

最近医院接诊的热射病患者是什么情况？

什么是热射病？致死率高达50%

热射病患者主要为哪些人群？

怎么区分是普通中暑还是热射病？

高温天在户外出现眩晕等症状，该如何及时应对？

夏季还有哪些常见病需防范？

黄河风艺术市集TOPTOP11

郑州记忆·油化厂创意园TOPTOP22

郑州农科路酒吧一条街TOPTOP33

管城区国香市集TOPTOP44

郑州园博园萤火虫奇幻夜TOPTOP55

建业·电影小镇TOPTOP66

郑州方特欢乐世界TOPTOP77

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TOPTOP88

健康路夜市TOPTOP99

咱家门口的商业街TOPTOP1010

明码标价解惑消费雷区 科普一下很有用

热射病很致命，高温下要警惕
医学专家来给你上一堂答疑解惑的医学课

郑州街头，高温下出行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