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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SHIDIAN

11 月 18 日 ，沈 阳 迎
来 冬 季 首 次 最 强 降 温 ，
降温达 14 摄氏度。沈阳
相 关 部 门 积 极 应 对 ，大
风降温，供暖升温。

当 天 ，在 沈 阳 鑫 和
鑫 供 暖 公 司 ，工 作 人 员
坚 守 在 锅 炉 旁 ，全 力 保
障市民供暖。

视觉中国供图

大风降温
供暖升温

学生每学期必
修一门体育课；新生
入学先测试体质，不
过关补上体能课后，
才可凭兴趣选学专项

课；体育课也留课外作业。大连理工
大学在全国率先进行体育课改，把学
生引导到操场上，在校园里掀起一股

“体育热”。此举值得称赞。
受传统教育评价思维的影

响，一些学校和家长往往把文化
课放在第一位，体育课处在“文
件里很重要，现实中被挤掉”的尴
尬地位。

体育课被弱化，造成的后果显
而易见。据报道，国家体育总局、
教育部先后开展了 8 次全国青少
年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堪忧：近
二十年来，我国青少年体质一直呈
下滑趋势。我们身边，近视、肥胖
的青少年随处可见。

少年强、青年强则中国强。体
育不仅能强健体魄，也承担着育人
功能。体育锻炼对健全人格、锤炼
意志、提升国民整体素质都有着重
要作用。要改变因为体育教育缺
失造成的青少年体质下降局面，培

养身心健康的人才，就必须加强学
校体育工作，让校园体育热起来。

要让校园体育热起来，就要从
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
题。前不久，中办、国办出台《关于
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
工作的意见》，提出中考体育逐步
增加分值、推进体育进入高考。把
体育课和文化课放到同等重要地
位，将进一步提高学校和家长对体
育课和体育活动的认识，敦促学校
不断深化教学改革，开足开齐体育
课。不过，在实施过程中，也不能
走入唯分数的应试教育误区，要通
过过程评价和综合评价，引导学生
更主动、更好地进行体育锻炼。

要让校园体育热起来，就要加
快补齐学校体育短板，完善体育场
地设施，为学生开展体育锻炼提供
必要的条件。教育部门应当针对
青少年学生的身心特点、兴趣爱
好，设计体育课程和教学内容，调
动学生体育活动的兴趣，还可以通
过举办竞赛活动，营造浓厚的体育
氛围。总之，要通过以人为本的改
革，树立健康第一的观念，激发青
少年参与体育锻炼的兴趣。

让校园体育热起来
杨丽娟

本报讯 记者王卢莎报道 11
月 18 日，丹东市检察院未检组的
丁雪楠为丹东市工业小学带去了一
堂法治课。针对小学生年龄小、危险
防范意识淡薄的特点，课程从毁坏财
物、游戏打赏、高空抛物三个角度，结
合实际案例讲述了“熊孩子”的具体
表现，号召同学们争做好少年。

为切实加强青少年学生法治
教育工作，培养青少年特别是未成
年学生的法治观念、法律意识和自
我保护意识，丹东市检察院未检部

门向各个学校派出工作人员，担任
学校的法治副校长，通过任职落实
每个“普法订单”。各位法治副校
长结合任职学校的实际情况，量身
定制“私人”法治课，用“暖心套餐”
护航未成年人成长之路。

在丹东市曙光中等职业技术
学校，丹东市检察院未检组的付浩
来为师生做了禁毒专题法治讲座，
从毒品危害、法律规定、毒品辨别
等角度，让学生们对毒品危害有了
更深刻的认识。

“私人定制”法治课
护航丹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张大爷：我家住沈阳市和平区长
白社区，我在小区内的宣传栏看到社
区给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的通
知，是真的吗？我患有原发性高血压
已经20多年了，日常开药测血压总得
去医院，一趟下来就得大半天，如果能
在社区检查还给免费，那可就太好了。

省卫生健康委：宣传栏里为老人
免费体检是真的，这属于我们国家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是我
国政府针对当前城乡居民存在的主要
健康问题，面向全体居民免费提供的
最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主要由乡镇
卫生院、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负责为辖区
常住居民（指居住半年以上的户籍及
非户籍居民）提供服务。项目经费由
政府承担，居民接受服务项目内的服
务不需要再缴纳费用。

65 周岁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服

务内容主要包括：每年进行一次较全
面的健康体检，包括体格检查（测量体
温、脉搏、呼吸、血压、身高、体重、腰
围、皮肤、浅表淋巴结、肺部、心脏、腹
部等常规检查，并对口腔、视力、听力和
运动等进行粗测判断）与辅助检查（血
常规、尿常规、肝功能、肾功能、空腹血
糖、血脂、心电图和腹部B超检查）。

同时，根据健康体检结果接受有
针对性的健康指导。比如发现确诊的
原发性高血压和Ⅱ型糖尿病等患者，

纳入相应的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张
大爷患原发性高血压20余年，除了享
受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还可以免费
享受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服务。

针对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每年提供至少4次面对面
的随访，了解患者服药情况，进行用药
指导，对患者进行有针对性的健康教
育，每年进行一次较全面的健康检
查。另外，老年人还可接受中医体质
辨识和中医药保健指导。

我省65岁以上老人享免费健康管理服务
本报记者 王敏娜

这几天，因为一段广泛传播的“小
黄”救“小蓝”的视频，让大连美团外卖
送餐员张德江成了热点。“我觉得没
啥。人命永远是第一位的，假如再遇
到这种情况，我还会毫不犹豫地出手
相救。”11 月 18 日，在送单间歇，张德
江这样对记者说。

“小黄”救“小蓝”的事发生在 11
月 15日 9点多钟，正骑行在送餐路上
的张德江发现一辆罐车的后部水管没
有收起且拉伸断裂，拖拽着一条细钢
丝线，约有 1 米半高。张德江觉得很
危险，就一路追赶，想提醒罐车司机，

“我的车速不行，追不上。追了能有三
四百米吧，眼见罐车转弯。就在这时
候意外发生了，一个骑摩托车的饿了
么送餐同行从后方过来一下子被钢丝
挂到，瞬间撞向了路边石。”张德江说，
他眼见着摩托车起火，而且清楚地听
到了一声爆炸声，“我停车挥手向后车
示意注意安全后，真是想都没想就冲
过去了。救人要紧啊！”

冲进事故现场的张德江开始使劲
拖拽伤者，“我想把受伤的同行拖到安
全的地方，感觉摩托车还有二次爆炸
的危险。但他太重了，拽得特别吃力，

后来才知道他体重有180多斤。我中
间摔倒了两次，但始终没松手，当时真
是拼了。”张德江说幸亏后来两位过路
的司机也来帮忙，终于把伤者抬到了安
全的区域，他还分别拨打了 110、120、
119、112报警电话。在交警、医护、消防
人员都赶到后，协助把伤者抬上急救
车，然后留在现场配合交警调查。

当被问到救人时就没想到自己
的安危，张德江说，人命关天，而且背
后还有一个家庭，虽然看着火光冲天
也知道危险，但见死不救，自己会良
心不安。

张德江从抚顺来到大连做美团外
卖送餐员刚好一年，“我媳妇这两天回
老家了，她要看到我衣服上的血迹和
裤子上烧的大窟窿，一定得害怕。”虽
然没和家里人讲，但张德江的爱人还
是在网上看到了视频，“虽然她挺后
怕，但她说我救人是对的，是正能量。
我儿子还说我是他的榜样。”

采访中，张德江不时会接到送餐
的单子，他都认真做好记录和回复。

“我还要继续努力，争取早点儿在大连
安个家，把媳妇和已经上小学六年级
的儿子都接过来。”张德江说。

现场火光冲天 他毫不犹豫冲了上去
本报记者 吕 丽

讲政事 JIANGZHENGSHI

民生·访谈

省疫情防控高级别专家组成员姚文清接受本报独家专访——

已检疫通过的冷链食品可放心食用
本报记者 王敏娜 见习记者 黄瀚博

近日，多地进口冷链食品外包装检
测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引起了广泛关
注。为何冷链食品外包装频频发现新
冠病毒？冷链食品特别是进口的冷冻
生鲜食品还能吃吗？11月19日，省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高级别
专家组成员、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
任姚文清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食用进
口冷链食品并不会感染新冠肺炎，我国
对每个批次的进口货品都进行严格的
检测，大家不必过分担心，经过检疫通
过的冷链食品可以放心食用。

“进口冷链食品外包装之所以多
次检测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主要是
因为目前国外疫情比较严重，有工人
带疫上岗，在产品加工包装的过程中，

如果防护没有做到位，一些无症状感
染者或者轻症病人就会将病毒带到产
品的外包装上。”姚文清说，但这并不
意味着进入到我国的进口冷链产品特
别是冷冻生鲜食品不安全。由于新冠
病毒的特性决定了其在货品上只能是
附着，而不能繁殖，只有进入人体细胞
才会繁殖。其附着在货品上的存活时
长与货品材质及储存条件密切相关。

一般来讲，新冠病毒在金属上存
活一两天，在纸张、衣服等物品上也就
存活几个小时，而在冷链储运的生鲜
食品包装上可能存活20天左右，这也
就是为什么从国外进口的货品很多，
但目前都是在冷冻的生鲜食品上发现
新冠病毒的原因。“不过，大家不要因

此对进口冷冻生鲜食品谈之色变，不
敢吃海鲜。”姚文清说，疫情发生后，我
国对进口货品的管理措施非常严格，
过去对进口货品实行的是抽检，现在是
每一批货物都要检测，没有发现阳性
的，才会进入国内市场。况且，新冠病
毒并不是因为吃冷冻生鲜感染的，目前
我国多地发现的新冠肺炎病例，基本都
是海关口岸的装卸工人，这些人日常总
接触进口货品，属于高风险人群，他们
多是通过口鼻等黏膜的接触感染。

海关口岸的装卸工人接触新冠病毒
达到一定量才会感染，并非接触一次就会
被感染，目前国内发现核酸检测呈阳性
装卸工人的病例还是比较少的，因为通过
接触方式感染几率还是相对非常小的。

目前，我国疫情处于一个非常平
稳的状态。为严防境外疫情输入，相
关部门对于海关口岸等的装卸工人以
及水产市场的经营人员、加工人员定
期做核酸检测，确保这些人是健康上
岗。同时，要求他们平时要做好个人
防护，室内作业场所保持通风，作业人
员保持安全距离（1米以上）。

尽管源头管控比较严格，但专家
还是呼吁人们平时去超市选购进口冷
冻食品时要注意做好防护，戴口罩、戴
手套。回到家后，可以用消毒液对产品
外包装进行消毒，然后把原包装拆掉，
自己换包装进行冷冻保存。在处理水
产品、生鲜食品时，要防止水流喷溅。
日常烹饪一定要注意生熟食分开。

指尖上的音乐

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报道 11
月19日，沈阳市348名营商环境建
设特约监督员获得监督员工作证、
聘书、管理手册、徽章，正式上岗履
职。据介绍，目前监督员工作模式
已由线下升级到线上，出示电子证
书即可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可
随时上传平台进行处理，工作效率
大大提高。

沈阳市从 2016年建设和打造
一流营商环境以来，监督员队伍规
模从首批108名扩展到目前的348
名。他们先后开展出租车文明服

务、政务窗口服务、涉企服务信息
公开等多项检查行动，累计发现问
题2293个；从市场主体视角，反映
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堵点难
点问题104个；利用各种机会宣传
沈阳环境、传递沈阳声音。

为切实提升监督员的监督效
果，将监督员工作模式从线下模式
升级到线上手机端模式。同时，沈
阳市将进一步强化监督办理制度，
对监督员反映的问题、诉求、意见
建议第一时间进行处理、办理和转
化，保障营商监督取得实效。

从线下到线上

沈阳营商环境建设监督方式升级

大拇指和食指夹住笔尖，小拇指
钩住笔尾，笔尖、笔尾有节奏地碰击
着桌子,就能演奏出独具特色的音
乐。大连海事大学航海技术专业
2020级的白嘉辉坐在桌前，给我们展
示了Pen Beat（俗称“喷笔”）这项颇
为小众的音乐形式。

“除了笔、手掌，其实剃须刀、水
龙头、玻璃杯、尺子都可以用来演
奏。”白嘉辉说，他想吸引感兴趣的同
学一起学习，成立一个小的Pen Beat
乐团，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这种音
乐形式。

本报特约记者 王 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