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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师教你如何喝牛奶
营养师表示，给孩子和老年人，应

该选择高钙奶，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

钙。对于普通成年人则无此必要，牛奶

中所含的钙已足够多了，每天喝 300克

牛奶可获约 300毫克钙，加上其他食物

中的钙，基本能够满足正常成年人需

要。

同时，不建议孩子喝低脂或脱脂奶，

它们虽然大大降低了脂肪和胆固醇的含

量，但存在于牛奶脂肪中的脂溶性维生

素也同时被去掉。肥胖人群、高血脂、心

血管疾病等要求低脂膳食的人群，可以

选择低脂或脱脂奶。

消化不良的病人、老年人和儿童，适

合喝酸奶。它易于吸收，促进消化。但

应注意酸奶别喝太凉的。

对于那些乳糖不耐受者，舒化奶是

最为合适的，酸奶也可以。酸奶最好挑

选固态的，营养成分比较多。

还原奶是把奶粉按比例加水还原而

成的奶，从营养角度而言，还原奶的营养

价值低于纯鲜奶，但是它的保存时间可

达8个月，适合旅游出行携带。

还有乳饮料，它没有牛奶营养丰富，

但其口味多样，可以适当给孩子换换口

味。乳饮料为了口味好，会添加一些香

料，所以应该挑选大牌子，以保证安全可

靠。

■本报记者 赵天予 浦东报道

在浦东新区公益一条街的东端，首家

店面就是“老伙伴健康生活体验馆”。初

次走进“老伙伴”，你可能会以为这是一家

卖健身器材的商店，实际上，老年人可以

在这里免费使用设备。海南鑫恺尔养老

事业发展中心的理事长徐建安说：“它肩

负了社区健康监控等多种功能，将在今年

遍布全国20个城市。”

老年人对健身、康复需求旺盛。然

而，相当大的老年群体无力购买价格动辄

成千上万的专用康复设备。“在‘老伙伴’

里，我们准备了多种专业的康复设备，可

以扮演社区康复治疗中心的角色。”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老年人在家门口就可以使

用“老伙伴”提供的专业健身、康复服务。

“第一次来的老人，我们会为他登记

制作会员卡，用来记录他的身体数据。”徐

建安介绍，工作人员首先会登记老人以往

患病的情况，随后依次使用专门仪器，进

行血压、握力、反应速度、身体稳定性及肺

活量的测定。“检查这些身体数据，是为了

了解老人大概的身体状况，其中血压是每

次都必须测量的。我们会根据测出的数

据，为老人安排量身定做的健康项目。”

在完成测试后，“老伙伴”的工作人员

会酌情安排老人的健康项目，如吸氧、足

疗等。记者在现场看见，几个老人一边坐

在按摩椅上接受足疗，一边吸着氧气，还

有一个老人则带着专用的传感手套，对着

电视屏幕里虚拟的金元宝进行抓取的动

作。徐建安说：“通过这类‘寓健身于乐’

的游戏，老人可以在快乐中同时锻炼上下

肢功能和大脑协调能力。”

目前“老伙伴”的主要支持来源于政

府购买服务。“这家体验馆是沪上所有‘老

伙伴’中最小的，在这个窗口，我们正在进

行自我造血尝试。”据徐建安介绍，体验馆

中也销售部分护理装备，“我们有严格的

准入标准，护理装备都拥有医疗器械资格

证或相关行业的国家标准认证，且其生产

公司经过合法的工商注册。”销售能补充

部分成本资金，实现自我“造血”。

“养老是什么？通常概念上，养老是

对老人生活的照料，但是我认为养老应该

从‘健康养老’的层面开始做起，是对老人

健康生活的指导。”徐建安发现，28种常见

的老年疾病，以及老年人很多身体机能的

衰退，都是在退休后发生的。“退休后，很

多老人在家无所事事，这使得他们的身体

会渐渐变成亚健康状态，从而引起各种疾

病。另一方面，刚刚退休的老人也容易发

生心理问题，原本是家里的顶梁柱，突然

就不是了，有些老人会觉得自己成了家人

的累赘，这种压抑的情感也会影响他们的

健康。”

“老伙伴”的服务群体并没有严格的

年龄限定，但徐建安将“老三届”定位为其

服务的重点人群。“‘老三届’对我们来说

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人，他们本身正处于刚

退休的年龄，需要我们的服务。另外，他

们的父母大多健在但是不相信科学的养

老方法，可以通过他们来改变老一辈的想

法；他们的子女正处于人生、事业的旺盛

期，工作辛苦，也不注意养生，许多老年疾

病其实在此时就埋下了隐患，通过‘老三

届’可以影响他们对健康的态度。”

社区里的健康监控站

“老伙伴健康生活体验馆”落户浦东

■本报记者 李音 浦东报道

3月 11日中午 11时 30分，扬子江快

运航空有限公司（简称“扬子江快运”）

浦东-安克雷奇-芝加哥-哈恩-天津-
浦东货运航线首航仪式在浦东国际机

场举行，这是中国航空货运企业首次开

通北大西洋航线，同时也为国内航空企

业开辟新的航空货运市场提供了有益

探索。

该航线由中国直飞北美，再由北美

横跨北大西洋飞抵欧洲，这在中国货运

航空企业运行中尚属首次。北大西洋航

线是连接北美与西欧间的运输大动脉，

航线起始于美东海岸，北经纽芬兰横跨

大西洋，入英吉利海峡至西欧、北欧。其

运行难度较高，对国内货运航空提出巨

大挑战，至今未有国内货运航空公司执

飞该航线。

该货运航班由波音747飞机执飞，每

周3班，从浦东国际机场的起飞时间分别

为周二、周四、周六。

■通讯员 奚利平 浦东报道

日前，浦东科协2014年第四期科技

沙龙举行，30多名来自政府、银行、保险

行业的用户，与灾难恢复领域的专家、

服务商代表和专业设备供应商齐聚一

堂，针对灾难恢复建设的实现思路进行

了广泛的交流与探讨。

灾难恢复是一项集技术和管理于

一体的系统工程。“充分利用灾难恢复

技术和管理手段，来实现业务数据和重

要应用的灾难恢复，预防和减少灾难导

致的损失，已成为当前信息化发展的一

个重要任务。”数据恢复专家、韩信数据

恢复公司总经理陈都谈到，我国正处于

灾难恢复工作的起步阶段，政府及行业

主管部门正积极地、逐步地完善政策、

规范、标准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各

重要信息系统应务求实效地针对重要

信息系统的灾难恢复建设进行科学地

规划和部署，逐步推进我国灾难恢复体

系建设的进程。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随着轨道交通线网的日益发达，与

之衔接的公交线路也在增多。日前，本

市48条在轨道交通站点周围100米半径

内的公交始发线路延长末班车时间，其

中浦东涉及12条公交线路，调整力度最

大的一条线路延长超过3个小时。

继去年 12 月 2 日起，120 条公交始

发线路末班车与轨道交通和金山铁路

支线末班车无缝衔接后，日前又有48条

在公交始发线路延长末班车时间，与轨

道交通末班车衔接配套。至此，本市与

轨道交通末班车时间衔接配套的公交

线路已达到168条。

在浦东区域内，同步调整的线路共

有12条，分别为南新专线、张南专线、龙

大专线、浦江 11 路、163 路、795 路、82
路、969路、610路、隧道三线、张江环线

和990路，分别配套了轨道交通1、3、4号

线上海火车站，2 号线张江高科站，2、7
号线龙阳路站，8号线沈杜公路站，8号

线江月路站，2号线陆家嘴站，11号线御

桥路站，7号线后滩站，1、3、4号线上海

火车站，2号线张江高科站，6号线金桥

路站。

记者发现，此次末班车延长力度

很大。公交线路衔接的轨道站点末班

车时间都在晚 23 点后，延长时间平均

为 79 分钟，其中龙大专线龙阳路站的

末班车时间从 20：45 调整为 23：48，延
长时间达到了 183分钟，为此次调整力

度最大的线路。张南专线张江高科站

也从 21：30 延长至 23：52，延长了 142
分钟时间。此外，时间调整也更加人

性化。以隧道三线为例，上海火车站

地铁末班车为 23：15，该线末班车从

23：20 延长至 23：30，延长了 10 分钟，

为乘客从地铁站到公交车站预留了充

裕的乘车时间。

环世纪公园的塑胶跑道近日已经投入使用，除锦绣路段人行道偏窄未修建跑道
外，其它路段的专用跑道已全部完成。每天清晨和傍晚，爱跑一族都会来这里跑步
锻炼。 □本报记者 张弦 摄影报道

跑！跑！跑！
世纪公园外围跑道修好了

■本报记者 陈洁 通讯员 郑英女

日前，上海绿洲生态保护交流中心

携手上海华育中学，开展为民工子弟学

校“送绿”活动。

三林镇民工子弟学校联营小学由老

厂房改建而成，目前校园墙体开始剥落，

学校教学环境相对较差，更别提在校园

中拥有一片令人赏心悦目的“绿色”了。

上海绿洲生态保护交流中心有关负责人

表示，由于条件所限，校园里的绿色植物

少之又少，很难想象这些原本来自农村

的孩子无法与花草“亲密接触”。

华育中学的家长们获知这个情况

后，自发准备了 70盆品种不一的盆栽，

在上海绿洲生态保护交流中心的组织

下，35位华育中学预初学生来到联营小

学“送绿”。当天，两所学校的孩子们从

破冰游戏开始结识，一起种植蔬菜、设

计并布置校园绿植。活动中，一位来自

华育中学的学生告诉记者，希望新结识

的朋友也能拥有一片好的学习环境。

此次活动是上海绿洲继企业与民

工子弟学校结成 1+1支持模式后，首次

将城市校园的孩子带到民工子弟学校

进行对接。上海绿洲生态保护交流中

心有关负责人表示，希望能够通过这样

的活动让孩子来了解孩子，让孩子来帮

扶孩子，促进生态友好发展。

中国航空货运企业
开通北大西洋航线

12条公交线路与轨交末班车衔接
龙大专线末班车延长时间超过3个小时

环评影响评价信息

中房滨江项目位于上海市浦东新

区，基地东至苗圃路，南至昌邑路，西

至 E15-2/E15-3 地块，北至滨江路。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第二次信息发

布文本）可在上海环境热线网站（网

址 ： http://www.envir.gov.cn/docs/
2014/20140314251.htm）查询浏览。

建设单位：上海中房滨江房产有

限 公 司 ，联 系 人 ：孙 颖 ，电 话

68938972。评价单位：上海环境节能

工程有限公司，联系人：吕工，电话：

65090068，电 子 邮 箱 ：shihuilv@163.
com。

灾难恢复建设需加快

新区科协举行
第四期科技沙龙

为民工子弟学校
送盆栽

■本报记者 黄静 通讯员 李文

凌乱的电线被梳理整齐，每家每户

的电表统一安装……在陆家嘴街道崂山

五村，住宅计量装置改造工程正在进行

中。3月15日，国网上海浦东供电公司志

愿者在该小区开展“情系315优质服务进

社区”活动，为居民宣传计量装置改造、

反窃电及科学用电等知识。

崂山五村居委会社工宋金舍告诉

记者，小区是 1983 年竣工的老式小区，

共有 1400 多户居民，人口 4000 多人。

“一到夏天用电高峰，小区就经常会跳

闸。”为此，浦东供电公司对小区供电

设施进行改造，如增粗导线，扩大容量，

以提高居民用电的可靠性。记者在小

区的一处样板点看到，原本设在每层楼

道的电表被集中起来，统一安装在一楼

门外的电表箱内，改造后，居民楼道干

净了许多。

记者采访发现，在实施改造过程中，

一些居民对计量装置改造工程不太了

解。为此，浦东供电开展了“优质服务进

社区”活动，使广大居民零距离感受服

务。“一方面可以增加居民有关科学、安

全用电的知识，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居

民节约用电、绿色用电的意识，共同维护

电网安全。”浦东供电公司青年志愿者王

慧表示。

浦东供电公司人士介绍，类似崂山

五村这样的老式小区，设备线路过载、

表箱陈旧破损、窃电多发、低电压、设

备运行年限长，一旦遇到用电高峰期

就容易跳闸，影响居民的正常用电。

公司从 2012 年起，对全区 2000 年之前

（含 2000 年）建成的、设备损坏严重、故

障抢修多发的小区住宅计量装置进行

改造，目标是用 5 年时间完成 73 万户

改造。

据统计，浦东供电公司 2012 年完成

了 46 万户居民旧公房计量装置改造，

2013年完成了61086户，今年仍将继续实

施改造工程，范围主要涉及陆家嘴周边、

金桥、北蔡、惠南等地区。

浦东老旧住宅
用电计量装置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