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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芜凋尽台城路，殊乡又逢秋晚。
暮雨生寒，鸣蛩劝织，深阁时闻裁剪。
云窗静掩。叹重拂罗裀，顿疏花簟。尚
有綀囊，露萤清夜照书卷。

荆江留滞最久，故人相望处，离思
何限。渭水西风，长安乱叶，空忆诗情
宛转。凭高眺远，正玉液新篘，蟹螯初
荐。醉倒山翁，但愁斜照敛。

北宋著名词人周邦彦的这首《齐天
乐》表达了与故人久别的离愁。韩愈
《元和圣德诗》云：“天锡皇帝，与天齐
寿。”《齐天乐》调名本意即咏皇帝寿高，
能与天齐寿。古人注重未病先防，即采
取调养精神情志、加强锻炼、适应四时
气候、注意饮食起居、药物预防及人工
免疫等措施来防止疾病的发生。

调养精神养正气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

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
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南宋
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文天祥《正气歌》）

在卫生条件极为恶劣的地牢之中，
面对元朝统治者的软硬兼施、威逼利
诱，身体孱弱的文天祥却“幸而无恙”。
文天祥认为自己是靠着胸中的浩然正
气，抵御了所有的邪气、浊气，才保证了
自己的健康。

文天祥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人的
思想活动和疾病的发生有密切的关系，
人的喜怒哀乐可影响气机的升降出
入。强烈或长期反复的精神刺激可使
气机逆乱、气血失和、阴阳失调、脏腑功
能紊乱，百病丛生。《素问·举痛论》说：

“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
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灵枢·百
病始生》说：“喜怒不节，则伤脏”。减少
贪欲妄想，保持思想安定清静，能减少
不良的精神刺激和过度的情志波动，减
少疾病的发生。文天祥将国家大义、民
族利益置于个人得失之上，虽然失败，
但内心无愧，心气和平。面对敌人的威
逼利诱，他宠辱不惊，故而可以“幸而无
恙”。

加强锻炼强体质
“到而今，年老残喘，只落得，《黄

庭》一卷随身伴。闷来时造拳，忙来时
耕田，趁余闲，教下些弟子儿孙，成龙成

虎任方便。”（明末清初陈氏太极第九代
传人陈王廷词）

明末清初，兵戈四起、疫病流行，社
会极为动荡，普通民众如同生活在人间
地狱一般。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陈王廷
虽抱一颗恬淡虚无之心，与《黄庭经》相
伴，但为生活所迫，也难免有时郁闷，只
落得“年老残喘”。穷则思变，武学根基深
厚的陈王廷因此依据祖传之拳术，博采众
家之精华，结合太极阴阳之理，参考中医
经络学说及导引、吐纳之术，创造了具有
阴阳相合、刚柔相济的陈氏太极拳。经常
练习太极拳，既可用于技击，在乱世之中
安身立命；也可增强体质，减少或防止疾
病的发生。唯有如此，弟子儿孙才可以在
乱世中“成龙成虎任方便”。

古人认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加强体育锻炼，可以养精、益气、安神、
活血，协调精气神血的相互关系，从而
气机调畅、阴阳平衡、气血经络运行通
达，减少或防止疾病的发生。现代医学
也认为，体育锻炼可以发展身体、增强
体质、调节精神、增进健康。

通过加强锻炼预防疾病的历史源
远流长。远在先秦时代已经应用“导引
术”和“吐纳术”来预防疾病。长沙马王
堆汉墓《导引图》的出土，证明我国是世
界上较早应用导引的国家，西方学者因
此将中国称为是“医疗体操的祖国”。
东汉神医华佗认为：“人体欲得劳动，但
不当使极尔。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
通，病不得生”，他模仿虎、鹿、熊、猿、鸟
五种动物的运动状态，发明了“五禽
戏”，据《后汉书·华佗传》记载，华佗的
徒弟吴普经常练习“五禽戏”，结果“年
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达到了
强身健体、益寿延年的目的。其他如易
筋经、八段锦，各类气功、武术等传统体
育方法虽侧重点不同，但均是防病强身
的锻炼方法。根据个人情况，选择练习
这些传统的体育锻炼方法，可起到增强
体质、防病强身的作用。

天人相应适四时
“杲杲冬日出，照我屋南隅。负暄

闭目坐，和气生肌肤。初似饮醇醪，又
如蛰者苏。外融百骸畅，中适一念无。
旷然忘所在，心与虚空俱。”（唐代著名

诗人白居易《负冬日》）
冬日暖阳之下，白居易闭目养神，

心无杂念，怡然自得。白居易这首诗中体
现的养生观，深合中医四时养生之道。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一年四季的
气候和阴阳变化有特定的规律，人体也
必须适应自然界的四时变化来维持生
命活动。否则，人体生理节律就会受到
干扰，抗病能力和适应能力就会降低，
即便不感受外邪致病，也会导致内脏功
能失调而发生病变。

中医认为，人顺应自然规律行事方
可体态安康，是为“天人相应”。人与自
然界息息相关，自然界的四时气候变
化，必然会影响人体，使之发生相应的
生理和病理变化，故《素问·四气调神大
论》说：“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
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
不起，是谓得道”。《黄帝内经》还提出了
顺应四时的具体养生措施：“（春三月）
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行，以使志
生”；“（夏三月）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
志无怒”；“（秋三月）早卧早起，与鸡俱
兴，使志安宁”；“（冬三月）早卧晚起，必
待日光”，“去寒，就温，无泄皮肤”。

当今社会，生活节奏过于紧张，大
部分人没有时间严格按照《黄帝内经》
中具体的四时养生措施养生。比如冬
三月“早卧晚起，必待日光”，对现代人
来说简直就是一种奢求。即便如此，我
们也需要“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关注
季节变化，注意五脏应时。方便的时
候，偷得浮生半日闲，也像白居易那样，
在冬日的暖阳下晒晒太阳，抛却一切杂
念，感受“负暄闭目坐，和气生肌肤”的
惬意，也算是一种诗意的应时养生。

饮食起居常注意
“世人个个学长年，不悟长年在目

前。我得宛丘平易法，只将食粥致神
仙。”（南宋文学家陆游《食粥》）

陆游认为，过于丰盛的饮食会增加
胃肠负担，食用宜于消化、富含营养的
粥是养生的捷径。无独有偶，苏轼也有
类似的观点，他在《狄韶州煮蔓菁芦菔
羹》一诗中说：“我昔在田间，寒疱有珍
烹。常支折脚鼎，自煮花蔓菁。中年失
此味，想像如隔生。谁知南岳老，解作

东坡羹。中有芦菔根，尚含晓露清。勿
语贵公子，从渠醉膻腥。”东坡羹是在粥
中加入了蔓菁和萝卜。

苏轼和陆游的食粥养生是有医学
根据的，其核心是饮食和生活起居要有
规律和节制。《黄帝内经》中“五谷为养、
五畜为益、五果为助、五菜为充”的饮食
原则，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

药物预防得先机
“固脾节饮水，游乐多行走。盘腿

擦涌泉，闲坐观菖蒲。地黄芪门煎，酌
饮蛤蜊酒。长食茯苓面，常餐杞菊肴。”
（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固脾》）

在这首诗中，苏轼介绍了自己预防
脾胃疾病的经验，既有起居饮食内容，
也有穴位按摩、药物预防。我国用药物
预防疾病的历史同样悠久。《素问·遗
篇》载：“（小金丹），服十粒，无疫干也”，
说明我国很早就开始了药物预防工
作。宋真宗时，丞相王旦的儿子死于天
花，王旦痛定思痛，广招天下名医，寻求
治疗天花的医方，来自四川峨眉山的道
姑将人痘接种技术带到汴京。明朝的
时候，人痘接种技术得到推广，这种技
术传到欧洲以后，改良为接种牛痘预防
天花，开启了现代人工免疫技术。建国
初期缺医少药的情况下，用大锅熬制中
药集体服用，曾有效预防了多种传染病
的发生。如今，三伏贴、膏方等预防疾
病的手段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板蓝
根、大青叶预防流感、腮腺炎；大蒜、马
齿苋预防胃肠道疾病等，乃是简便易
行，用之有效的药物预防方法。

此外，防止病邪的侵害，讲究卫生，
保护环境，防止污染，躲避六淫、疫疠等
毒气，也是未病先防的重要内容。

“惜气存精更养神，少思寡欲勿劳
心。食惟半饱兼无味，酒也三分莫过
频。每把戏言多取笑，常含乐意莫生
嗔。人老不为老所忧，童心常驻眉不
皱。炎凉变诈都休问，任我逍遥过百
春。”明代名医龚延贤的这首《摄养诗》，
是他多年养生保健经验的总结，为人们
的日常养生提供了参考。寓养生保健
于日常生活之中，延年益寿，其乐融
融。从养生诗词中欣赏养生之道，更是
风雅而从容。 中国中医药报

诗词中的养生之道

喜欢养生的人知道，在日常生活中
就有很多对身体有很多好处的东西，而
且这些东西贯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十
分常见，比如今天要聊的这生姜就非常
常见，生姜可能在中餐的每一道菜里面
都会出现，而且很多民间传说生姜有很
多神奇的功效，对人体更是各种好处。

每天用生姜泡水喝有什么好处？
生姜的功效自然不言而喻，如果真

的能每天坚持用生姜泡水喝，身体肯定
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大变化。将生姜和
开水冲泡来喝，或者直接将生姜和开水
一起煮，这种方法可以驱除体内的湿
气，很多人体内的湿气都非常重，湿气
的来源可以是外界气候的变化，自己平
时饮食上的习惯以及感冒受凉等等。

生姜的妙用有些？
生姜泡水对去除湿气治疗感冒咳嗽

有重大的作用，甚至可以在感冒咳嗽后
当做药物来服用。如果有偏头痛的习
惯，生姜也能够进行小部分的解决，每
天将生姜浸泡双手15分钟左右，长此
以往，头痛症状会因此得到改善，甚至

还会因此直接痊愈，不再头痛。这些都
是经过科学的专业研究得出的结论。

将生姜进行煎煮，再加入适当的醋
和食盐，然后再加毛巾泡在中间，最后
直接涂抹在患者感觉疼痛处，可以达到
舒活经络，活血化瘀，有效减轻肩痛的
效果，令肌肉不再紧绷。

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生姜可以用
来洗头，将新鲜的生姜轻轻擦拭头皮以
及头发，然后再用生姜水来清洗干净头
发，针对头皮屑脱落有很大的治疗效
果，还能保持头发的乌黑亮丽，也可以
预防掉发。

除了以上这些生姜的功效还有很
多，它可以用来醒酒，控制治疗口腔溃
疡，还能改善很多牙齿问题，还可以采
取正确的方法利用生姜改善脚臭，也可
以尝试在坐车之前吃一片生姜可以缓
解晕车症状。生姜虽然好但是也要谨
慎使用，尤其要用对方法，如果方法不
对也无法起到预想效果。

除了生姜还有很多比较常见却又
可以养生的物质，如果你喜欢养生，希

望让自己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不妨可
以多方面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丰富
更新自己的养生知识，确保知识的正确

和可靠，健康在人类社会一直是最重要
的部分。

家庭医生在线

每天用生姜泡水喝有什么好处？生姜还能这么用

近日，一个5岁小朋友的简历在网
络上爆红：每周写3篇英语日记，做过
20多本思维书，通过实验了解浮力、密
度、磁力、重力，三岁开始学游泳，四岁
开始学钢琴，学了四个月围棋，已经11
级了，幼儿园小班到中班年阅读量从
100本上升至500本……很多网友感
慨，终于明白什么叫“输在了起跑线
上”。记者就此现象采访了合肥市中学
高级教师王一斌。他表示，家长千万不
要被一句“输在了起跑线上”吓到，不要
总是替孩子琢磨抢跑的窍门。

王一斌表示，作为父母，莫不竭尽
所能，期望自己的孩子将来出人头地，
这本无可厚非，也是人之常情。但可悲
的是在实际生活中，有不少父母没有独
立思考、理性判断，一切都是随大流，习

惯把成功定位在高成就和高社会地位
上，把孩子的成长片面理解为考试竞
争。在日常生活中，一门心思地为孩子

“择名校、选名师”。打着“一切为了孩
子”的旗号，带着孩子四处奔波“求学”，
补外语、补数学、补习各科知识；学唱
歌、学主持、弹琴、跳舞、学技艺……把
孩子当成了一个大容器，使得他们疲于
奔命，没有平等、没有娱乐、不能自主，
成了缺“息”少“眠”的“学困”生。

由于父母的期望给孩子带来巨大
的心理压力，孩子们在学习中不如意的
现状，也让父母失望，而孩子也不满意
父母的管教；彼此不满意，彼此痛苦，长
此以往，父母子女之间相互不理解，矛
盾冲突不断。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孩
子成长的道路荆棘丛生，成长的过程坎

坷曲折。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父母
是他一生中的第一任教师，也是最关键
的引路人。父母的价值取向、教养态
度，乃至一言一行，对孩子日后的行为
发展都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父母与
孩子之间关系是否亲密无间，不但影响
孩子日后健全的人格成长，而且也是孩
子一辈子是否健康快乐的关键。

遗憾的是有不少家长，仍然走不出
“考试竞争”的误区，对孩子的成长抱着
功利态度，并不理解孩子健康成长的关
键是在父母的呵护下按正常规律形成

“身心健康快乐向上”的人格。在社会
上，偶尔听到孩子抱怨父母不够疼爱，
因为别人有的，自己却没有；也会看到
孩子参加考试或比赛，因没有得名次，
便灰心丧志。不满足和斤斤计较，让孩

子们很容易因为小小的挫折而被击
倒。所以培养孩子宽大的胸襟和健康
乐观向上的态度，比要求他们事事都第
一，更能让他们将来目光远大，走得更
高更远；也唯有这样，他们才能真正拥
有快乐人生。

结合自己从教多年的经验，王一斌
对广大家长提出建议：父母应该努力地
营造一个温暖而有沟通管道的家庭气
氛，而不是舍本逐末，逼迫孩子无休止
地学习。孩子需要父母以平等、民主、
尊重的原则去相处，而不是事事帮他准
备齐全，设想周到，剥夺他学习机会。
孩子是未来的主人，成长的轨迹是一步
一脚印，要用爱、用智慧去发现他们的
兴趣，为之寻找适合挥洒的舞台。在给
他们丰足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该教会
感恩，让孩子学习有勇气为自己负责，
凡事要用心、对人要感激、对物要珍惜、
对自己的人生境遇无怨无悔。

安徽日报

身心健康才是育儿之本

如果问别人晚上吃什么，经常会收
到这样的回答，晚上不吃东西了吃点水
果减肥。用水果代替晚餐真的能达到
减肥的效果吗？

前一段时间，朋友圈疯传的“一个
月全靠水果当晚餐，杭州21岁小伙 被
送进 ICU”的事情，搞得大家人心惶
惶。一时间把水果减肥给推到了风口
浪尖，尽管新闻中的21岁小伙，因为一
个拿水果代替晚餐从而导致了糖尿病，
有一部分的特殊因素存在，但是用水果
代替晚餐减肥，真的不是一个明智的选
择。

每天好好吃三顿饭，是健康的基
础。不吃主食的减肥方法不可行，
蔬菜不能替代主食，水果也不能替
代主食。水果只能作为正餐之外的
补充。目前已知的人体需要的营养
素有 40多种，这些营养素都要从各
种食物中获得。蛋白质、脂肪、碳水
化合物是人体需求量最大的三种营
养素，称为宏量营养素，是人体必需
的营养素，具有重要的生理作用。
水果中水分多，通常糖分也不少，但
是蛋白质很少，而且几乎没有人体
必需的脂肪酸，只吃水果远远不能
满足人体对宏量营养素的需求。所
以，水果不吃不行，吃少了不行，吃

多了也不行。
水果代替正餐不行，想用多吃

水果、不吃正餐的方式减肥更不行。
用这种方式减肥的人认为水果能量
少，但事实并非如此。水果中糖分一
般比较高，而且是容易消化的糖类，
虽然同等质量的水果比米饭所含能
量要低，但是远远高于同等质量的蔬
菜，水果需要适量食用。另外，水果
很容易让人吃过量，因为甘甜可口，
不知不觉就会摄入过多糖分，结果很
可能不减肥反而导致肥胖，同时可能
发生营养不均衡问题。吃水果减肥
是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

蔬菜和水果是维生素、矿物质、膳
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的重要来源。尽
管蔬菜和水果有很多共同之处，但他们
是不同种类的食物，营养价值优势不
同。蔬菜尤其是深色蔬菜所含的维生
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都
高于水果，因此水果不能代替蔬菜。但
另一方面，膳食中水果可以补充蔬菜摄
入不足的问题，水果中的碳水化合物、
有机酸、芳香物质比新鲜蔬菜多，而且
水果食用方便、不需烹调加热，营养成
分不会因烹调而受损，所以蔬菜也无法
代替水果。

人民健康网

晚餐只吃水果能减肥？专家：容易代谢紊乱

俗话说左眼皮跳跳，好事要来到。
真的是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吗？有科学
依据吗？

眼皮跳往往有几个特点，跳动部位
不确定，一会左边一会右边，频率不规
律，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跳动范围就
局限于眼皮，不会蔓延到面颊、口角。
而如果长期眼皮跳，并且扩大到嘴角甚
至脖子，面部跳动的程度加重，有可能
就是面部神经疾病的先兆，需要及时来
医院诊治，考虑为面肌痉挛。

面肌痉挛是一种病，主要特点是一
侧的颜面部发生阵发性不自主的肌肉
活动，病程初期多为一侧的眼轮匝肌阵
发性不自主的抽搐，口角肌肉抽搐最引
人注意，严重者甚至可累及同侧的颈阔
肌。可因疲劳或者紧张加重，在讲话及
微笑时较为明显。多数中年起病，女性
多于男性，这种病病程长，病程缓慢，有
时会影响生活质量，长时间的跳动，需
要及时诊治。

那么，面肌痉挛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呢？老年面肌痉挛患者，多数由于血管
硬化导致，大量吸烟喝酒加重动脉硬化
会更容易导致面肌痉挛。而年轻的患
者多是由于血管发育问题，导致血管离
面神经很近，所以面神经容易受到刺
激。

面肌痉挛的患者严重程度不一，跳
动范围也不一样。长时间眼皮跳并且
带动面部抽动，要做出确切诊断还得做
相应的医学检查。医生会让患者快速
睁眼闭眼，做龇牙以及鼓腮等动作，其
实就是检查面神经的功能，如果不能做
好这些动作，可能医生会再结合相应的
医学检查，比如核磁，以便明确诊断。

如果确诊这种疾病，该如何治疗
呢？有的患者可以选择用药物控制，也
可以选择针灸理疗。但要最终解决还
要通过手术治疗——微血管减压术，在
手术显微镜下解除血管对神经的压迫，
这样才能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症状也
会立即消失。

中国健康网

眼皮跳不停并非好事迎

纯素饮食强调戒肉、戒乳制品、戒
鸡蛋，旨在不摄入与动物相关的产品，
一些人对此种饮食方式所能提供的营
养持怀疑态度。但据法国《电讯报》认
为，只要注重搭配，纯素饮食便可令美
味与营养兼具。

其实，纯素饮食可以提供人体所需
的所有主要矿物质和维生素。为了取
代通过肉类获取蛋白质的途径，需要摄
入植物蛋白，而这并非难事。豆类(扁
豆、豌豆和干豆)、藜麦和荞麦、干果(杏
仁、核桃、腰果、芝麻和亚麻籽)中便富
含此物质。

但需注意，植物蛋白中的某些必需
氨基酸含量可能有限：谷物缺少赖氨
酸，而豆类缺少硫氨基酸。为了达到均
衡饮食，法国国家卫生安全署(Anses)

因此建议将豆类与谷物(大米、小麦、玉
米等)同食。

为了心脏的健康，饮食中还应多摄
入omega-3，其非动物来源为食用油
(油菜、亚麻和坚果)、磨碎的亚麻籽和
坚果。而对于钙质，则可以通过豆类、
杏仁、芝麻，以及所有的深绿色蔬菜，如
西兰花、羽衣甘蓝和卷心菜叶等进行补
充。

对于铁的摄入，应选择干果类，如
李子、葡萄干和杏子以及藜麦。加拿大
的营养学家们指出，为了帮助身体吸收
这种矿物质，可以多吃含有维生素C同
时富含铁的食物，如草莓和橙子，此外，
应避免在饭前喝咖啡和茶，因为其所含
的某些化合物会干扰铁的吸收。

环球网

三餐纯素并非无趣 注重饮食搭配美味又营养

民谚有言，“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
医生开药方”，又言“上床萝卜，下床
姜”、“晚上吃姜,等于吃砒霜”…… 这
萝卜和姜，还真是说法复杂，那让我们
来请教一下专家吧。

“上床萝卜”是什么意思？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番禺

院区中医科副主任中医师郑艳华介绍，

中医认为“胃不和则卧不安”，晚餐吃得
太晚，吃得丰盛了，吃得太饱了，都会影响
睡觉。萝卜尤其是白萝卜性凉，味辛甘，
无毒，入肺、胃经，能消积滞、化痰热、下
气、宽中，治食积胀满、呕吐反酸等。因
此，“上床萝卜”，倒不一定说的就是吃萝
卜，更可以认为是一种健康睡眠的提示。

在寒冷的冬天，人们喜欢吃各种补

品或打火锅以御寒取暖，肉类、海鲜摄
入增多，萝卜作为冬天应季蔬菜，能解
腻清热，消食除胀满，倒是十分实用。

她认为，青萝卜、白萝卜应该作用
接近，以清热消积为主，因此萝卜不适
合与补气类药物(如人参、党参等)同食，
但中间只要相隔 2 小时左右是可以
的。而胡萝卜，偏于甘补，偏于健脾胃，

更适合幼儿喂养。另外生吃萝卜或萝
卜凉菜，即使是在夏天，都不能多吃，有
胃病的人更应该避免。

之所以说夏吃姜，那是因为天气炎
热，多数人更愿意吃些凉的东西，如雪
糕、冷饮等，更愿意呆在空调房里，容易
导致胃中虚冷，此时吃生姜可以温胃健
脾，化湿和中，减少肠胃的不适感。

至于晚上吃点姜，绝对不等于吃砒
霜，除非你内有胃火，又对生姜有强烈
而执著的热爱，顿顿吃，天天吃，当饭
吃。 羊城晚报

冬吃萝卜夏吃姜 蕴含什么养生道理

G3铜陵长江公铁大桥项目于
2016年 12月 26日取得“安徽省发
展改革委关于G3铜陵长江大桥公
铁合建问题的复函”（皖发改基础
函[2016]774号），《G3铜陵长江公
铁大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已经编制完成，现
征求公众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的网络连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
的方式和途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
文的网络连接：

http://hbj.tl.gov.cn/5831/58
32/5837/5840/201901/w0201901
09590959929360.pdf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铜陵市综合交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地址：安徽省铜陵市北京西路
290号）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范围：受本项目直接、

间接影响的公众，首先包括项目评价
范围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等；
其他为关心本项目实施和环境保护
的有关专业专家、相关主管部门等。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http://hbj.tl.gov.cn/5831/58

32/5837/5840/201901/w0201901
09590960516804.docx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填写建设项目公众意见

表，通过邮寄信函（以邮戳日期为
准）、传真、电子邮件将填写的公众意
见表提交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并请
注明发表日期、真实姓名和联系方
式。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即2019
年1月9日-2019年1月23日。

六、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铜陵市综合交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徐文杰
电话：13865628657
七、环评单位及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河北奇正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
联系人：齐彭德
电话：18033753035
邮箱：402359256@qq.com

G3铜陵长江公铁大桥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