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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年旭春报道 3
月 6 日，记者从阜新市慈善总会了
解到，根据2019年慈善救助项目计
划，市慈善总会将在全市范围内开
展“白内障患者复明行动”医疗救
助项目，城乡贫困家庭中的白内障
患者可免费接受手术治疗。

“白内障患者复明行动”医

疗救助项目即日起开始报名，到
5 月末结束。报名者需携带户口
簿、身份证、近期 1 寸照片 1 张，
到当地县（区）民政局或慈善会
登记。报名结束后，市慈善总会
将组织专家进行术前筛查，符合
手术条件的患者将统一接受手
术治疗。

阜新贫困白内障患者可免费手术

本报讯 3月6日清晨，伴随
着悠扬的音乐，丹东市振兴区和谐
家园小区的老年健身队开始新一
天的健身活动，扩胸、弯腰、抬腿、
转身……老人们动作娴熟，个个精
神抖擞。记者从丹东市老年人体
育协会了解到，近年来，丹东市广
泛开展老年体育进社区活动，为
163 个社区培训健身骨干 2800 余
人，目前已在各社区建立活动站点
2600 多个，健身队伍达 1 万多支，
为全民健身注入了活力。

据统计，丹东市 60 岁以上老
人 达 58.7 万 人 ，占 全 市 人 口 的
24.96％。针对这一情况，丹东市
充分发挥老年体协健身舞、健身
气功、太极拳等 14 个老年体育健
身分会的健身项目优势和人才教
学优势，开展老年体育进社区活
动。组织各老年体育健身分会的

国家级、国家一级社会体育指导
员深入活动站点，利用晨练、晚练
时间教学，教群众喜爱的健身项
目、健身知识、健身方法，提高群
众健身技能。健身舞、健身气功、
门球、柔力球、木兰拳等分会每周
坚持集中培训站长和教练员，推
广新的健身项目，提高指导体育
健身能力。此外，协会还开展科
学健身知识讲座进社区活动，有
力促进了健身与健康深度融合。

老年体育进社区活动，使社
区文化体育生活更加丰富，群众
健身热情更加高涨，健身人群不
断增加。据初步统计，丹东城市
社区坚持经常参加体育健身活
动的老年人已达 70%以上，一些
社区还形成了社区特色体育健
身品牌。

董玉池 本报记者 蔡晓华

丹东有了2600个社区健身站点

本报讯 眼下正是迁徙候鸟
过境盘锦的重要时节，为此，盘锦
市开展了2019年春季“爱鸟护航”
专项行动，为春季鸟类迁徙营造更
加安全和谐的自然环境。

3 月 1 日，盘锦市公安局辽河
保护区分局组织召开了“爱鸟护
航”专项行动部署会议，决定从 3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在全市范围
内 开 展“ 爱 鸟 护 航 ”专 项 行 动。
公安部门和自然保护区成立联
合巡查队伍，在万金滩、鸳鸯沟、
八仙岗、干渔沟、南小河等候鸟
迁徙重要地段设立候鸟保护站，
确定了监测线路和监测点，实施
24 小时值班制度；同时加大巡查

频次，做到白天见警车、晚上见
警灯，对进出保护区人员、车辆
进行严格检查。

滥捕滥杀候鸟的根源在餐桌
上的不法利益链条。盘锦市严厉
打击非法猎捕和毒杀鸟类及其他
野生动物的违法犯罪活动。盘锦
市公安部门进行集中清查，切断不
法链条，对全市，特别是经营野味
的农贸市场、餐饮行业进行全面清
理整顿，严厉打击非法破坏野生鸟
类栖息、繁殖环境的违法行为，做
到“打击一点、教育一片”，形成群
众自觉保护鸟类等野生动物的社
会氛围。

王红玉 本报记者 刘永安

盘锦开展春季“爱鸟护航”行动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娟报道 3月
5日，当瓦房店市华太财富广场3号楼
的居民邹向东拿到房屋所有权证的时
候，心里压了 5 年的石头终于落了
地。和他一样，因工程未竣工验收备案
等问题而迟迟办不了产权证明的其余
60余名住户，也陆续开始办理房屋所有
权证。据悉，到今年年底，瓦房店市已
售商品房无法办理所有权证的26个房
地产项目、近1.5万户居民将全部解决

办证问题。
据瓦房店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

张明军介绍，瓦房店市建设领域存在
的已售商品房无法办理所有权证问
题，涉及群众数量多、时间跨度大、成
因复杂、解决难度大，已经成为制约全
市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城乡建设、经
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因为
办证难，导致了落户难、孩子入学难、
办理社保难等衍生问题，有的问题时

间跨度达十几年之久。
新官也要理旧账。新一届瓦房店

市委、市政府直面难题，确定了解决群
众办证难的工作原则，即“尊重历史，
实事求是，重新突破，精准施策，容缺
办理，不失追责，敢于担当，主动出
击”，在保证房屋工程质量和消防安全
及居住功能的前提下，简化程序，容缺
为居民办理所有权证，但不免除企业
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和义务。重点解决

工程未竣工验收备案、消防未竣工验
收备案、欠缴税费和房屋维修基金、项
目超建、土地被查封以及项目本身存
在历史遗留问题等6种原因造成的办
证难问题。经梳理，全市共有26个房
地产开发项目、14467户居民需要办理
所有权证，涉及30栋楼、建筑面积128
万余平方米。市委、市政府设定了完
成时限，预计到3月末完成30%，6月末
前完成60%，12月末前全部完成。

瓦房店市推行“容缺办理”解十年难题

1.5万户居民的房产证解决了

“这个线圈电磁炮，接上电后通过
芯片控制，射程能达到 9 米。”3 月 5
日，在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分子反应动
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321 房间，85 岁
的沙国河院士兴致勃勃地给记者展示
他花了几个月时间制作的科普装置。
在12平方米的小屋里，几张办公桌和
茶几上，摆满了电池盒、漆包线、绕线
管、焊锡、砂纸、电烙铁等制作实验装
置的材料和工具。

每个周二和周四上午，是沙国河
到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小学科技活动中
心设立的院士工作站上科普课的时
间，因为中小学刚开学，活动中心的课
程暂时还没开始。他一早便来到办公

室，改装他在网上购买的可视电话，希
望在上课时用这个装置给学生们演示
光纤传输电视原理。

沙国河院士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化
学家，他在科研领域的多项成果填补了
国内空白。2004年，沙国河院士开始走
进大连市中小学校开展科普讲座。
2009年，在大连市科协的帮助下，他在
沙河口区中小学科技活动中心设立了
我国第一个中小学生院士科普工作站。

说起投身科普教育的缘由，沙国河
说首先是因为自己喜欢。在小学六年级
时，他就自己动手安装了一台矿石收音
机。“我们要建设科技强国，就必须培养
一批创新型科技人才。孩子们天生有好

奇心，经过开发、启迪、引导，他们就会
对科学产生浓厚的兴趣。”沙国河说。

沙国河认为，小孩子感性认识强，光
是干巴巴地讲科学知识，他们听不懂也
不会有兴趣，必须根据他们的年龄特点，
抓住他们的眼球，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所以他的讲座都是用一些科学小实验
调动学生们的兴趣，让学生们亲自动手
操作，以此激发他们对科学的兴趣。

大连电子城是沙国河购买材料经
常光顾的地方，许多商户都认识这个衣
着朴素的“老师傅”，却不知道他是大名
鼎鼎的科学家。近几年，沙国河学会了
网购，因为他发现许多材料在网上购买
更方便。打开他的淘宝记录，购买的大

多是射频放大器、光电二极管、光电转
换器、磁悬浮、遥控飞碟等材料和器
件。材料买回来后，沙国河就在他那看
似凌乱的办公室内，先后做出大大小小
几十件实验装置，包括高压静电除尘
器、光纤传输电话、电磁感应演示装置、
小小电动机等。

很多学生说：“在沙爷爷的指导
下，我们自己动手做实验，虽然其中的
原理不是十分懂，但是激发了我们对
学习的兴趣，这样的学习很轻松。”

谈到未来的打算，沙国河说，只要
身体允许，他的科普讲座会一直做下
去，力争在孩子们中间培养更多的“科
学迷”“发明迷”。

沙国河院士：在孩子们心中播撒科学种子
本报记者 杨丽娟

凌海市大业镇大业村农
民、收藏爱好者王喜魁，20
年来收藏明清民间民俗藏品
2万余件。为了再现明清至
今辽西民间民俗传统文化和
民俗风貌，王喜魁在自己家
中建起占地面积 500 平方
米、以辽西民俗文化为主题
的公益性民俗博物馆。

展室内陈列了生活用
品、生产工具、清朝服饰等民
俗文物，自今年年初正式免
费开放以来，接待群众上万
人次，成为向群众进行思想
道德、乡土知识和爱国主义
教育的公益性基地。
本报特约记者 李铁成 摄

农民自办
民俗馆

本报讯 记者刘大毅报道 在刚
过去的这个寒假里，大连文思海辉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的职工们不但过得轻松
惬意，孩子们也收获颇丰。公司在假期
前将会议室改造成职工子女活动室，孩
子们在这儿结识了新的小朋友，每天都
在户外做操、做游戏，还在专业老师指导
下阅读、书法、绘画、做科学实验。

“工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或单位
开办这样的‘爱心托管班’，今年省总
工会将重点培育和选树其中30家作为
全省示范点，并给予资金支持，择优推

荐申报‘全国工会爱心托管班’。3月6
日，省总工会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孩子放学放假与家长上下班时间
不匹配，一直是困扰广大职工的“烦心
事”。为此，省总工会从去年开始试点
职工子女托管工作，托管服务对象是
小学 1年级至 6年级的职工子女。托
管班主要有三种开办模式，即在有需
求和具备条件的单位开办“单位内部
职工子女托管班”，面向本单位职工子
女招生；在街道、社区或楼宇联合工会
开办面向辖区内双职工子女的托管

班；单位之间以及单位与附近街道社
区工会或学校联合开办托管班，分别
发挥各自优势，提供场地和资金。

结合职工需求，我省地方和基层
工会开展了各具特点的托管服务。
如大连高新区总工会提出在用人单位
内部建立亲子工作室，出台亲子工作
室机构设置和管理标准，为促进职工
子女托管服务规范化发展提供了样
板；沈阳市浑南高新区总工会积极利
用劳模等社会资源，做好承接职工子
女托管的服务职能，为全省提供了可

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营口市总工会定
位于小城市托管需求，灵活多样推进
职工子女托管服务工作。

省总工会负责人表示，工会组织
将把“爱心托管班”作为服务振兴发
展、服务职工群众的精品工程去做。
据了解，目前我省爱心托管班普遍采
用了与专业教育机构对接合作的方
式运营，侧重于培养孩子的动手能
力，并普遍提出“三培养”的教学特
色，即培养好习惯、培养好情绪以及
培养好心情。

省总工会鼓励支持单位、社区、企业办“爱心托管班”

你安心上班 我帮你带娃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3
月6日，记者获悉，今年，沈阳市将
在至少六成、大约 260 所中小学，
以及至少 500 个小区以多种形式
试点生活垃圾分类，并将不断扩大
试点范围。

据了解，沈阳垃圾日产量超过
7000 吨，不但垃圾处理的压力越
来越大，而且这些垃圾中 30%至
40%可以回收利用的资源也浪费
了。为了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
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沈阳市在
2012 年就提出垃圾分类，并逐年
在学校、街道等区域扩大范围。

沈阳市执法局生活垃圾管理
处处长田春彦介绍，2018年，沈阳
市共有沈阳理工大学幼儿园等 49
所学校、幼儿园开设试点，目前，不
但这些试点校园的室内外生活垃
圾分类设施已经配套完成，学校还
通过教育读本、“积分储蓄本”等活
动培养孩子们的环保意识。

沈阳市 4000多个小区是生活
垃圾产生的重点区域，从2018年开
始，沈阳市引入专业公司设立生活
垃圾处理试点。位于沈北新区道义
地区的江南甲第三期小区从去年9
月9日起由宋氏集团启动生活垃圾

分类试点，目前日回收828公斤可
回收物，按照日产垃圾量计算，该小
区生活垃圾减排率达到了28%。

为了对不执行垃圾分类的行
为进行约束，沈阳市相继出台《沈
阳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关于加
快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实
施意见》等十余个相关文件，细
化垃圾分类规划、建设、管理等
责任。其中，《沈阳市党政机关等
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实施
方案》还将生活垃圾分类纳入了
绩效考核。据了解，目前，沈阳秋
实再生资源集团已经与 647 家省
直公共机构、100家沈阳市市直公
共机构、3家区属公共机构签订了
回收协议。

据介绍，生活垃圾分类是按
照生活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
利用价值和对环境的影响以及
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从垃圾产
生的源头将其分类投放，并通过
分 类 收 集 、分 类 运 输 和 分 类 处
理，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
化、无害化处理。生活垃圾分为
可回收物、餐厨垃圾、有害垃圾和
其他垃圾，目前沈阳人均日产生活
垃圾达0.75公斤。

今年沈阳六成以上中小学
试点垃圾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