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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学考选考安排出炉

流感高发，
病愈孩子咋上学？
卫生部门：休满一周，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具复课证明
本报讯 （记者朱旭 通讯员吴
永 胡露露）流感进入高发期，近两
周来，我区儿童、青少年患病人数也
达到了最高峰，各中小学、幼托机构
请假病休人次较往年明显增多。
当一
批批患病孩童陆续病愈，
不少家长也
面临着共同疑问：孩子病情好转后，
何时能返校上课？复课证明要如何
开？
连日来，记者走访卫生部门、部
分学校等单位获悉，
目前规定在校学
生一旦出现发热、
咳嗽、
出疹等症状，
应在排除传染病后方能复课；
学生复
课证明由相关镇（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开具，学校、家长双方在学生
请假期间应明确核实病休时间，
确保
证明有效，
以便学生顺利复课。

疑似感冒休满一周
“请问孩子可有发热、腹泻、连
续咳嗽等症状？
“
”来开复课证明最好
带上病历，
有确诊结果最好。
”
……昨
日上午，
招宝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医师王慧不时拿起电话，
一遍又一
遍地向咨询开具复课证明的学生家
长说明着各类注意事项。
自上周以来，王慧共开了近300
张复课证明；
多时一天有80余张，少
时也有30多张。“确诊为感冒、发热
的话，都要求至少一周后才能复课，
学校对于生病复课的学生也看得很
紧，因为班级内交叉感染风险确实
高。”
王慧说，
眼下已近期末，
不管是
老师家长还是学生自己都不想因为
生病，
耽误学习。
尽管开证明有规定，但该中心
每天仍有学生、
家长请假后不满一周
就要求开出能立即复课的证明。
对于
这部分群体，
王慧只能反复解释传染
病防控重要性，
再叮嘱各学校的卫生
监督老师核实病休学生请假、
复课登
记时间。

开证明随带病历本
王慧的顾虑正是所有负责开具
复课证明的社区医师的心声，
然而面

对广大急切期盼复课的学生、家长，
他们也不得不面对更多的解释压力。
“都快期末考试了！上周四请
假，
一天后退烧，
现在基本不咳了，
感
觉应该能上课的，
可老师说一定要满
七天才能回校，
真怕落下课程太多跟
不上进度。”
家住西门社区的徐女士
有些焦虑，女儿小欣正上六年级，
升
学压力大，
徐女士和其他病休学生家
长一样，都盼孩子早点返校，避免落
下太多课程。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庄市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月初至今，该中
心已为辖区内100多名学生开了复
课证明。证明开具过程中，
出现过不
少学生家长因无法提供有效就诊记
录而遇阻的情况。
“不少孩子因高烧病休，但现在
又是期末冲刺阶段，
很多家长教师既
担心孩子身体，又怕学习跟不上，
普
遍存在
‘治愈焦虑’
心态，
对复课证明
的认知也不充分。”
据该中心工作人
员小高介绍，开证明不带病历本、
忽

视病休时间等行为，
都会影响医生判
断学生健康情况，
造成部分学生仍带
病上课，
反复感染等不良后果。

家校、
医院三方防控
由于流感病毒潜伏期最长为7
天，
因此疾控部门一般建议患病学生
休假7天。复课前一天，
学校需对学生
进行排查，
对仍有症状者应按相关隔
离原则继续采取隔离措施，
直至所有
症状消失超过24小时才能返校上
课。
“复课证明虽然由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开具，
但关键还是要由学
校、家长来把控，医疗机构的职责是
诊疗，患病学生批假、休假时间只能
由学校、家庭负责监督，家长要如实
记录和告知学生病情、病休时间，
学
校应仔细核实学生健康情况。”
区疾
控中心疾病防制科负责人闫克栋说，
只有学校、家庭、医院三方责任都履
行到位，
才能形成有效的校园传染病
防控机制。

“镇海先锋”
走进澥浦
测量血压、爱心义卖、
家电维修……近日，“镇海
先锋”党员志愿者直通车开
进澥浦，开展各类义务服
务，为该镇居民带去冬日里
的温暖。图为活动现场。
(
记者林意然 摄)

—记甬盾救护队志愿者吴玉玲
——

之城

记者顾圆圆
位于招宝山街道的海陆路是镇
海有名的“爱心一条街”
，志愿者吴
玉玲的“爱心养生室”就在这里，她
的八年志愿者服务工作也是从这里
开始。因为精通经络养生，
她经常给
老人免费咨询和按摩，拔罐、点穴、
颈椎护理……在她的帮助下，很多
市民的小病小痛有了好转。渐渐地，
大家都知道，身体不舒服可以找玉
玲。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吴玉玲
体会到做好事的快乐，而且“一发不
可收拾”。这些年来，吴玉玲一直热

心公益：看望社区老人，免费给60岁
居安思危。因为志愿者们的优异表
以上的老人按摩，加入家庭教育讲
现，
2017年1月甬盾救护团队被评为
师团……但凡力所能及 的 志 愿 服 “志愿者服务之星”
。
务，她总是积极参加。“毫不夸张地
近日，在西门社区向辰公园，一
说，这几年她一半的时间都在做公
位市民突然“晕倒”
，围观的居民看
益。”
周边居民告诉记者。
着倒地者手足无措。这时一位40多
2012年，吴玉玲加入甬盾救护
岁的女士上前，一边紧急急救，一边
队，这是一个普及救护知识的志愿
呼喊拨打110。翻身平躺、心肺复苏
者队伍。“增强市民自救意识，普及
……急救井然有序。原来，
这是吴玉
相关急救知识是我们每个志愿者的
玲和其他志愿者一起搞的公园应急
使命。”为了能更好地做好服务，她
快闪活动，通过模拟急救情景，把市
考取了相关证书，并积极参与各类
民带入情境中，不知不觉中学习急
应急救护活动，跟着志愿队伍下村
救知识。
“快闪活动让广大市民近距
进社区。“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演
离了解现场急救的重要，同时通过
示，重要的话一遍遍地说，哪怕只有
广场活动吸引了大批群众参与进来
一个人看到我们的活动，我们也愿
成为志愿者。”一位志愿者告诉记
意尽百分之百的努力。”吴玉玲表
者。
示，每个市民都应该学习自救常识，
近十年的志愿工作，让吴玉玲

零

中高考
距离

本报讯 （记者梅佳燕） 日前，
2018年4月浙江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
考试和普通高校招生选考科目考试
报名安排出炉。相关考生需注意考
试时间和报名流程，提前作好准备。
2018年4月学考选考各科目时间
安排，
4月7日学考选考历史、
物理、
技
术科目，
4月8日学考选考化学、思想
政治科目，
学考数学、
语文科目，
4月9
日学考选考地理、
生物科目。
本次考试，
学考报名对象为本省
2015、2016级普通高中在校生、高中
阶段其他学校在校生和社会人员。
选
考报名对象为参加本省普通高考招
生的2015、
2016级高中在校生和符
合高考报考条件的相关社会人员。

考生需先网上报名再现场确认。
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须在2018年1
月29日－2月6日登录浙江教育考试
网 （www.
zj
zs
.
net
） “普通高中学
业水平考试报名系统”
，如实录入报
名信息，并选择报名信息现场确认
点。已按规定完成网上报名的考生，
须在2018年2月8－10日持身份证到
所选择的确认点进行现场确认。
根据我省完善学考选考工作的
相关规定，2016级高中学生在本次
报名时可根据自身情况重新选择学
考和选考科目。具体须在报名系统
上填写 《2016级考生学考选考科目
调整确认表》，并到所选择的现场确
认点签字确认。
需要注意的是，重选不限门数，
可将1门或多门已参加学考的科目调
整为选考科目，也可以将1门或多门
已参加选考的科目调整为学考科目；
每门科目最多2次机会不变。

阳光温柔，
无奈气温冷酷
三九严寒 注意保暖
本报讯（记者刘思妤）最近镇海
都是
“日光倾城”
，
不过这太阳就像是
冰箱里的灯，
并不能给我们带来多少
的暖意。
周四晴空辐射降温更明显，最低
气温降至-1℃到-3℃。早晚寒意浓
重，
大家出门要尽量多穿点御寒。
好在白天阳光甚好，
最高气温升
至7℃，午后晒晒太阳也是寒冬里最
大的慰藉了。目前镇海并未下雪，
然
而气温低至零度，水池、小河水都结
成了冰，
也是一种别样的风景。
只是冷空气渗透还未停止，晴冷
模式还在继续，
周五气温将走到本周
最低位，最低气温-4℃，最高气温
5℃。周六多云，
气温-4℃至9℃。周

日也是多云，
气温0℃至14℃。
我们正处在
“三九”
寒冬中。为何
“三九”
是最寒冷的？数九一般从冬至
开始，冬至刚过，地面散发的热量多
于地面吸收的太阳辐射的热量，因此
近地面的空气温度处于逐渐走低的
状态，
当地面散发的热量几乎等于吸
收的热量时，气温达到最低，此时恰
好在“三九”前后，这便是民间“冷在
三九”
的由来。
“三九”
都这么冷了，
那么
“四九”
到底会不会更冷呢？从历史平均资料
来看，
全国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四九会
冷于三九，
不过这个数据也只是近三
十年的一个平均值，
今年的情况会怎
样还需要继续关注天气预报。

儿子成老赖被
“上头条”
父亲嫌丢人帮其还债
本报讯 （记者武亚东 通讯员
火华） 区人民法院杨警官近日收到
债主李某打来的电话，称被执行人
曹某的父亲已将欠款还清，请杨警
官撤下在
“今日头条”
的曝光信息。
李某说，曹某因做生意借了他
10万元，还了4万元之后就消失了，
最终，李某向区人民法院起诉曹某，
法院支持了曹某的诉讼请求。
可到了履行生效判决日期，还
是不见曹某踪影。于是李某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曹某因此被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
2017年12月26日，曹某的父亲

做一个快乐的志愿者
厚德镇海
文明

本月底报名启动

无意中发现儿子“上了头条”，居然
是被法院通报的老赖。看到消息后，
曹父急忙向儿子核实信息，并对儿
子进行批评教育，随后主动将钱还
给了李某。
为加大对失信被执行人的惩治
力度，
2017年12月中旬，区人民法院
在“今日头条”开设头条号，连续高
频率曝光失信被执行人信息。近半
个月来，区人民法院共在“今日头
条”曝光73条失信被执行人信息，阅
读量21万人次，
评论数201条。促成5
人主动履行；
10余人虽未被曝光，但
也主动联系法官履行了执行款。

【公益平台】
图为吴玉玲（右）在公益活动现场指导。

区人民医院8周年院庆惠民活动启动
收获满满：区优秀志愿者、
“招宝大
讲堂”优秀讲师、西门社区“志愿服
务之星”
、区红十字会“优秀志愿者”
……“其实在我的周围有很多爱心
志愿者在默默地奉献，荣誉不是我
一个人的，
而是团队的。我愿意不忘
初心，在公益路上继续前行，做一个
快乐的志愿者！”
她表示。

1月15日，镇海区人民医院将
迎来建院8周年，为践行“造福桑
梓，回馈社会”的初心宗旨，该院
特别推出一系列惠民活动，其中包
括：免费妇科检 查 （人 数 限 额 50
名）、免费前列腺抗原 （PSA） 检
查 （限50名50岁以上男性）；此外，

医院还将为10名贫困家庭有包皮过
长的孩子免费做包皮环切手术。即
日起，有需求者可通过电话向区人
民医院提出申请。妇科检查联系电
话：0574-86655090；男科检查联
电话：0574-86655055。
（记者朱旭 通讯员王云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