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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14城市今明两天天气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张阿春报
道 由于没戴口罩禁止搭乘沈阳地铁，
此前，有不少乘客因为没戴口罩而在
安检口被工作人员劝说出站购买口罩
后再回来乘车或改乘其他交通工具。
从今天开始，沈阳地铁将在全部车站
为未戴口罩进站的乘客提供一次性医
用口罩代售服务，乘客可以通过线上
线下两种方式购买口罩。

一是可在地铁任一车站乘客服务
中心直接购买；二是可通过盛京通
APP在线购买，凭借购买记录，前往选
定的地铁车站乘客服务中心领取。

坐地铁忘戴口罩不怕
沈阳地铁站内就能买戴上植入芯片的安全帽走哪定

位到哪，无线烟感探测器可现场声光
报警，喷淋降尘装置可根据环境变化
智能启停……这些都是“智慧工地”
技术突飞猛进的结果，在这里每天上
演安全、质量、工程进度一体化管理
的“科技大片”。

目前，和平区在建工地 35 个，其
中智慧工地平台已经覆盖 12 个。预
计2021年，和平区在建工地实现智慧
平台全覆盖。

昨日，沈阳市智慧工地建设现场
观摩会召开，此次观摩会由和平区安
委会办公室、和平区城市建设局、和
平区应急管理局主办。现场，记者与
应急及城建系统人员共同走进工地，
探秘“智慧工地”都有哪些高科技？

“三宝”实现智能监控

“噪声：30分贝、风力：0级、风向：
南……”在沈阳市和平区华润瑞府建
设项目内，一块扬尘在线监测系统的
电子屏特别显眼，上面有 PM2.5、噪

声、风速等实时数据，而这只是“智慧
工地”的冰山一角，在整个工地内，有
劳务管理模块、视频监控模块、烟感
探测模块、塔吊检测模块等8大项、16
小项的科技成果。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和平区应
急管理局于今年年初引入第三方智
慧管理系统，这种科技监管是24小时
的，从工人进入工地开始，安全帽上
的“芯片”就已经开始启动，工作时的
每 一 个 动 作 都 逃 不 过 智 慧 的“ 鹰
眼”。比如在“视频监控”模块，监控
室人员24小时值机，通过施工现场各
处的摄像头“电子眼”、大喇叭、对讲
机对发现的隐患和问题，第一时间采
取相应措施。

现场，记者走进“智慧工地”的指
挥中心，这里的项目安全总监王先生
介绍了其中隐藏的科技。他表示，工
地有“三宝”，正是有了这三宝，工地
的“大数据”就会被抓取。

进出工地，要经“投屏宝”进行人
脸识别，进出多少工人也都尽在掌
握；在工地指定区域，“工地宝”可识

别安全帽上的芯片，提醒您“已进入
工地，请注意安全。”；“速登宝”扫描
身份证，所有信息上传指挥中心，年
龄、户籍地一“幕”了然，必要时可及
时做出应对预案……

他拿起一顶安全帽介绍说，“这
不是一款普通的安全帽，在帽子后面
植入了芯片，可以实时定位工人的活
动轨迹。”

可视化助操作员躲盲点

在指挥中心的视频监控模块，
可以看到工地的一些施工现场。据
介绍，对于地面施工人员，指挥中心
可通过图像 AI 技术，识别未佩戴安
全帽、未穿反光衣等问题；高空作业
人员可以通过塔吊大臂上的吊篮监
控，实现可视化操作，一旦驾驶者发
现一些不安全因素，可通过对讲机
与地面作业人员联系，避免视觉盲
点。

在指挥中心大屏幕上，还能看到
劳务分析及塔吊功效分析。其中劳

务方面，使管理人员对施工现场各工
种人数、人员流动和出勤等情况一

“幕”了然，而塔吊功效分析数据，可
以帮助施工方更合理安排塔吊作业，
提高其使用功效。

可以说，“智慧工地”系统的各个
功能模块和移动APP终端，构建了全
方位覆盖的工地管理体系和运行模
式。

此外，在隐患排查方面，工地还
通过无人机巡飞、安全员巡检等，排
查安全隐患，加强安全管理，所有设
备的运行数据都会自动存储在系统
后台中为安全教育提供依据。

据了解，和平区智慧工地通过构
建 1 平台、1 张图、1 生态、4 个应用场
景，赋能工地的施工建设，并在政府
监管端建立了区政府、城建局、环保
局、应急局 4 个角色，从不同角度对
工地进行监管。按照计划，2021 年
施工前，将完成和平区在建工地全
覆盖，为和平区构建生态健康的施
工环境。

辽沈晚报记者 胡月梅

“智慧工地”有啥宝贝帮您探秘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胡月
梅报道 今天是冬至节气，“数九
寒天”也将正式开始，这意味着
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到了。数
九又称冬九九，从冬至当天起，
以九天为一个单位，谓之“九”，
从“一九”数到“九九”，春天就来
了。

不过，沈城这几天气温一路
飙升，今天，暖空气劲头更足了，
不光升温幅度更大了一些，吹在
脸上的风也更明显温暖了，今天
最高气温在 2℃左右，最低气温
在-11℃上下。

从今天开始，最高气温在零
上连坐三天，最高的一天在明
天，将达到 5℃左右。连续的升
温常会带来空气质量转差的副
作用，不过从中央气象台发布的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来看，沈
阳明后两天的空气污染气象条
件还不算太差。

虽说如此，未来几天的空气
质量肯定不如冷空气在这儿的
时候那么好，对空气质量比较敏
感的朋友，还是要给自己做好保
护。

而就在暖空气大张旗鼓搞
升温的时候，冷空气也没闲着，
它们在西伯利亚聚集加强，到了
周四前后，终于开始扎堆儿南
下，本周后期温度接连下滑，又
将回到严寒当中。

2021 年考研进入倒计时 6 天，众
多考生正在进行紧张的考前备战，沈
阳农业大学老师们为备考学子送上一
波“接地气”的鼓励和祝福。

休产假女教师
为学生准备考研加油包

前日，沈阳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备战考研的百余名同学收到了特别
的祝福“大礼包”，里面装有笔袋、手
写寄语，这些礼物是植保学院一位
名叫葛根塔娜的辅导员送给备战考
生的。

学生们喜欢称呼她“塔塔”老师。
原本在家休产假的“塔塔”，利用带娃
间隙，为本院今年考研的学子们准备
了 130 份“加油包”，手写的祝福卡片
写满了她对学生们的祝福，“没什么不
可能”“失败是别人的事，你一定会顺
利上岸”“拥有梦想只是一种智力，实
现梦想才是一种能力”……

葛根塔娜在朋友圈中写到：“在你
们最难的时候我不能陪伴在身边，总
觉得是亏欠了，希望在考研路上的最
后一公里，再给你们加把劲儿，我与你
们一起迎接成功上岸的好消息。”

此外，林学院师生在 12 月 1 日到
图书馆为奋战在考研一线的大四学生
送去祝福卡片。前日，林学院党委副
书记、毕业班辅导员杨宇老师，再次深
入图书馆，为毕业生送上锦鲤笔。

通过这样温馨的举动，送去对考
研同学的祝福，更是希望通过这样的

师生互动，缓解考研同学临近大考前
的紧张情绪与压力，让同学们在一种
放松的心态下去努力拼搏。

沈农大81个专业
即将招生

据了解，本届将有 2062名沈农本
校学生参与考研。2021 年招生专业
数为81个，拟招生人数为2100名。

沈农在学生备考期间，从各方面
提供温馨保障，图书馆于12月提前至
早5点半开门，设立了一个诵读专区，
可以让考研的同学在里面出声朗读。
在图书馆摆放了一棵许愿树，很多考
研同学在上面挂上许愿卡。

学校还将部分教室作为考研夜读
自习室，每晚6时30分至23时开放。

学长为学弟学妹
录视频加油鼓劲

水力学院研究生战明兴为考研学
弟学妹们录制加油视频。

战明兴鼓励学弟学妹们，“你会发
现当你紧张焦虑、辗转无眠时，你并不
孤单，同时还有很多爱你的人陪你一
起迎接那触手可及的黎明，星光一定
不会辜负赶路人，希望大家心静好眠，
顺利上岸。”

张宜军 何睿轩 辽沈晚报记者
王月宏

暖阳迎冬至
最高温零上

百名考研学子收到“加油包”

母校为你考研助力！沈农教师为学生送上考研“加油包”。 学校供图

近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调查发
现，使用塑料“催吐管”进行催吐减肥
正悄然流行。催吐管以“兔兔管”“仙
女管”的代号在电商平台上大量售
卖，月销量数以百计。

记者从某电商平台网购了一组
“ 新 手 套 装 ”，由 4 根 直 径 11mm-
13mm 不等的塑胶管组成，售价 130
元。卖家称需将催吐管插进胃里
50cm，使食物顺着管子吐出来，平均
一个月可瘦十几斤，且使用无异物
感，相对手动催吐无副作用。

26 岁的小敏长期使用催吐管催
吐减肥，她表示自己从小因身材问题
受到歧视，从节食减肥发展到暴食催
吐，如今已难以与食物和平共处，几
乎每天都会暴食催吐。小敏称长期

暴食催吐造成其电解质失衡，且出现
手麻手抖、脸变大、昏厥等情况。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
主任、进食障碍诊治中心负责人陈珏

教授告诉记者，催吐行为对健康存在
重大危害，将损伤食道、牙齿、腮腺、
唾液腺、胰腺等部位，造成体内电解
质紊乱、心律失常，出现抽搐、休克、
癫痫发作等严重后果，甚至心脏骤停
导致死亡。

19 日，北青报记者搜索看到，在
电商平台上，仍有商家在售卖催吐
管，但直接搜索“催吐管”已显示没有
相关商品，有商家特意以别名来代
替，并且也会以其他配图来代替催吐
管图片。

一 售 卖 催 吐 管 的 商 家 工 作 人
员称，催吐管在每顿饭后都可以使
用，还表示催吐管的材质对身体没
有害处，“这个也不是吃的，只是接
触身体，并且没有高温加热，可以

放心使用”，但当记者询问催吐管
有无相关检验资质证明时，商家表
示无法提供。此外，该工作人员还
称，会有一些做吃播的人来咨询购
买催吐管。

记者看到，有不少购买过的买家
也在商品下留言，有人称非常好用，
但也有人表示比较痛苦。在这条留
言下，有不少网友表示，希望能够采
用正确合理的方式减肥。

记者咨询平台客服，工作人员查
询后表示，该催吐管是发布在“建材”
门类下方，工作人员表示，普通建材
类售卖的塑料管等产品是可以发布
的，但如果涉及到人体接触，如催吐
管等一般不允许售卖，平台如排查到
会进行处理。 据新华社公众号

看着都疼 为减肥将长管插进胃里

网上销售的催吐管。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