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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主要食品价格总体
稳定，近期菜价略有上涨
及小幅波动都是暂时的，
等到春季北方蔬菜大批
量上市以后，菜价的总体
走势仍然是波动下行的。

●● ●● ●●

□本报记者 栾姗

3月 21日清晨，郑州市纬四路农
贸市场，家庭主妇田玲玲正拎着菜篮
子挑选食材。她边仔细对比菜品，边
有些疑惑地跟菜贩交流：“最近蔬菜价
格是咋回事？像大白菜、上海青等叶
类蔬菜，像茄子、胡萝卜等根茎类蔬
菜，都是有的卖得贵有的卖得便宜，让
人有点摸不着价格规律。”

田玲玲产生疑惑的原因在于她
不了解蔬菜的品种和产地也有转换
期。春分前后，南方蔬菜逐渐退市，
北方蔬菜开始上市，河南市场蔬菜的
供应模式开始由冬季蔬菜逐渐转变
为春季蔬菜，也就是菜贩口中常说的
蔬菜品种“春季换冬季”，蔬菜产地

“北方换南方”。
纬四路农贸市场蔬菜部负责人

赵正祥说，这种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
方面，一方面是南方蔬菜存在着冬季
蔬菜向春季蔬菜的“换茬”过程，当地
冬春季蔬菜早茬开始退市，改为晚

茬；另一方面是产地逐渐开始北移，
一部分江苏等南方产区的蔬菜要逐
渐退市，河北、山西、甘肃等北方产区
的蔬菜陆续上市。在这个转换中，有
一个相互衔接的过程。衔接比较顺
利的蔬菜，价格基本上会稳中有降；
衔接不太顺利的蔬菜，价格会波动上
行一段时间。

省发展改革委价格调控处的监测
显示：上周我省受监测的11种蔬菜平
均价格“7升 4降”，其中大白菜、青椒、
白萝卜、茄子、大蒜、芹菜、土豆每 500
克全省平均价格依次为 0.69 元、4.90

元、0.86 元、4.39元、3.50元、2.39元、
2.18元，价格依次上涨4.55%、11.11%、
4.88%、4.52%、4.48%、3.91%、0.93%；
上海青、黄瓜、西红柿、胡萝卜每500克
全省平均价格依次为2.96元、3.84元、
4.17元、1.76元，价格分别下降0.67%、
1.03%、3.70%、4.86%。

省发展改革委价格调控处负责人
表示：“我省主要食品价格总体稳定，
近期菜价略有上涨及小幅波动都是暂
时的，等到春季北方蔬菜大批量上市
以后，菜价的总体走势仍然是波动下
行的。”③5

□本报记者 曹萍

近日，一名 34岁女子发高烧却不吃药不去医院，只靠
着喝某种号称无所不能的果汁“排毒”，最终不幸去世，经媒
体报道后引发广泛关注，“排毒”再次成为热议话题。其实，
医学界早已认定“排毒”不具有科学性，虽然经过多年“打
假”，但在不良商家的虚假、夸大营销之下，还有很多人对于
各种“排毒”趋之若鹜、深信不疑。3月 20日，记者采访了
相关专家，谈谈“排毒”那些事儿。

长痘、长斑需要“排毒”，长胖需要“排毒”，便秘也是身
体毒素在积累，在美容院、养生机构里，似乎只要身体不适
都能跟“排毒”扯上关系。“排毒”的手法更是层出不穷：喝果
汁、喝酵素、刮痧拔罐、腹泻清肠，甚至是血液净化等。“随着
病理学、毒理学的发展，医学界早就摒弃了‘排毒’这一概
念，正常的人不需要特意去‘排毒’。人体有包括肝、肾、肺
等排毒器官，可以将体内的废物和毒素清除，而且这个过程
是 24小时持续进行的，额外的排毒都是给身体增加负担，
甚至带来伤害。”郑州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张晴说，尤其是
淋巴按摩、汗蒸排毒、血液净化等，都是不靠谱的。

排毒减肥胶囊、排毒养颜胶囊等受到一些年轻女性的
追捧，然而其中的“猫腻”会对身体造成健康隐患。“很多排
毒减肥产品中含有泻药成分，同时非法添加处方药，比如不
少排毒减肥药都混有价格便宜的甲状腺激素，可增强代谢
功能，吃后有腹泻、心悸、出汗等甲状腺功能亢进的症状，长
期大量使用会导致心脏和肾脏功能受损。”张晴提醒说。

张晴建议：“想要‘排毒’其实很简单，多吃蔬菜水果、适
量运动、保证充足睡眠即可，不要轻易尝试各种保健品及

‘排毒’疗法。”③5

本报讯（记者 王平）记者 3月 21
日获悉，国家卫健委日前发布《关于印
发第一批国家分娩镇痛试点医院名单
的通知》，全国有900多家医院通过遴
选成为首批分娩镇痛试点医院。我省
有河南省人民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等 39 家医院入选，涵盖全省
18个省辖市。

在疼痛指数中，分娩疼痛仅次于
烧灼伤痛，作为减轻分娩疼痛的有效
手段，分娩镇痛在我国的实施比例远
低于发达国家。专家普遍认为，实施
分娩镇痛对降低剖宫产率、提高产后
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国家
卫健委 2018年 11月明确提出，2018
年~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遴选一定
数量的医院开展分娩镇痛诊疗试点工
作，以点带面，改善医疗服务模式。

据省人民医院麻醉与围术期医学
科主任张加强介绍，目前世界上公认
比较安全的分娩镇痛方法是“椎管内
分娩镇痛”。麻醉医生把极少量的麻
醉药物直接注射到产妇腰椎管内，药
物发挥作用麻醉了传导疼痛的神经，
从而减轻生孩子时带来的疼痛。“分娩
镇痛使用的麻醉药物剂量远远低于剖
宫产麻醉，不会延长产程也不会影响
宫缩，对胎儿也无不良影响。”③3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3月 21日，
记者从郑州交警部门获悉，该市金水
区首批 60个限时停车位正式投入使
用，这些停车泊位在当日20时至次日
7时30分，可免费停放。

当日上午，在郑州市经八路与纬
一路路口向北路东侧，记者发现，这些
新施划的机动车停车位与其他停车位
不同，地面上除了有 8位数字车位编
号外，在停车位内标有“20:00 至 7:
30”字样。在路台上，还设置有金水
区停管中心的限时提示牌。

郑州市交警一大队二中队指导员
孟繁勇介绍，施划限时车位，目的是为
了缓解一些老旧小区居民夜间停车难
问题，同时也是规范夜间停车秩序的
一种新举措。警方提醒司机朋友，限
时车位仅供所规定的时段免费停放，在
限时时段以外的时间禁止停放。③4

同类蔬菜价格为何有涨有落
冬春品种“换茬”南北产地“换班”

首批国家分娩镇痛试点

我省39家医院入选

限时车位
亮相郑州街头

“排毒养生”？
你真的不需要！

热点关注

3月 21日，卢氏县卢园广场“露天小法庭”旁，法律工作者正向市民进行普法宣传。该县通过开展“法律大讲堂”“法律大篷车”进基
层、法律知识竞赛等系列活动，对群众进行普法教育宣传。⑨6 邓放 聂金锋 摄

强少年体魄 育国之栋梁
——郑州经开区创新推进学校阳光体育运动综述

在3月 15日召开的2019年

全省学校体育卫生艺术及国防

教育工作会议上，郑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教育文化体育局作为典

型代表，介绍了该区推进学校阳

光体育运动的做法，创新实施的

“每天一次活动课”向全省推广。

少年强则中国强，学校体育

关乎着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承

载着祖国和民族的未来。近年

来，郑州经开区教文体局牢固树

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将体育

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有效抓手，突出问题导向，聚

焦重点难点，开创出“每天一次

活动课 确保锻炼一小时”的“经

开模式”，让孩子在阳光下“享受

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

意志”，像小树一样健康成长为

国之栋梁。

□本报记者 周晓荷
本报通讯员 郑然 周旭锦

破题“四无”
体育活动课领衔教育改革

每天下午最后一节课，是郑州经开区学
生最喜欢的体育活动课。他们在操场上奔
跑、在体育馆里挥汗、在多功能室里探究，朝
气蓬勃、自信昂扬，这样的状态源于运动。

运动对中小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但场地缺乏、认识缺乏等因素，使得中
小学生对运动“无兴趣、无习惯、无技能、无效
果”的现象曾广泛存在。

立足每天有效锻炼一小时的目标，以破
解“四无”问题为导向，郑州经开区教文体局
多次组织专家、学校、教师三个层面的研讨，
在开足开齐体育课的基础上，结合学校教学
实际，将上午、下午两个大课间加以整合，完
善提升为体育活动课。活动课时间确定在每

天下午最后一节课，时常一小时，并作为校长
公开课列入课程表，逐渐探索形成体系科学、
制度完善、实效显著的“每天一次活动课 确
保锻炼一小时”的阳光体育运动模式。

为确保活动课开展得有序有效、有声有
色，郑州经开区教文体局牵头规划制订了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每天一次活动课 确
保锻炼一小时”活动实施方案》和相应实施
细则；建立健全社会监督、评价、表彰、问责
和督导跟进等一系列工作制度；明确各级各
类学校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的整
体要求；形成体育组与班主任、各社团负责
人联动的落实机制；完善包含活动课展开情
况、实施效果及学生体质发展情况的考核体
系。为解决实际困难，该区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满足学校对紧缺体育教师和社团教练的
需求；为学校购置体能训练、技能训练器材
30多大类上百个品种。

“早在百年前，蔡元培就提出体育居健全
人格之首的主张；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让改
善青少年体质健康成为社会共识；全国教育
大会强调，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开齐
开足体育课。但相对于智育，体育一度是学
校教育短板所在，做好学生体育工作任重道
远。”郑州经开区教文体局党委书记、局长关

希哲说，我们将阳光体育运动模式改革作为
经开区提升品质教育的“奋进之笔”来书写，
并以此作为教育综合改革的排头兵和突破
口，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积蓄
力量。

因材施教
“一校一品”助力品质教育

经过几年的探索，郑州经开区的阳光体

育活动课已经走在了体系化、科学化的道路
上：以每天一小时活动时间为依托、以校本课
程为载体、以社团活动为途径，优化管理、打
造特色，铸就品牌。

纵观该区阳光体育活动课，三个“结合”
非常亮眼：特色项目和常规项目相结合、体育
特色个性发展和全体学生身体素质综合发展
相结合、体育校本课程开发和短期性活动项
目安排相结合。这三个“结合”彰显了活动课
面向全体、面向人人层次化开展的思路，依据
学生不同的兴趣和体质进行分层训练、分层
培养，以满足不同学生需要。

在郑州经开区实验中学，每天下午 4时
30 分至 5 时 30 分是阳光体育活动课时间。
第三套广播体操、武术体操、踏板韵律操是该

校阳光体育课集体项目，此后学生可以依据
兴趣，进行“走班制”学习。学校为其提供的
课程“菜单”上，有足球、篮球、抖空竹、滑轮、
武术、围棋、毽球、独轮车、航模等近30种体育
运动项目，这些项目兼顾技能技巧训练和娱
乐游戏活动，融合体能与智能，培养着孩子的
个性特长、思维创新能力、团队合作能力，有
力地促进核心素养落地生根。

郑州经开区实验中学是该区深入推进活
动课“一校一品”成果的缩影。郑州经开区坚
持把“每天一次活动课”作为学校体育特色重
点打造，每年评选活动课示范校，对示范校加
大经费、宣传力度，让“示范”更有“范儿”。在
经开区六一小学、郑州市第八十五中学等广
大中小学，阳光体育活动课“百花齐放”，成为
学校特色发展中的靓丽名片，为“提升品质教
育 打造品牌经开”增色添彩。

“用活动课来弥补体育课训练范围、强
度、深度等方面的不足，把活动课作为体育课
的进一步拓展和延伸，‘学’‘用’结合，实现国
标课程和校本课程的有益补充。”郑州经开
区教文体局副局长戴红燕说，通过一校一品
牌、一生一特长的活动课设置，让学生成为全
面发展的人，带着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和良
好习惯健康成长，为美好未来积淀幸福。

五育并举
阳光体育奠基出彩人生

扎实推进，硕果累累，“每天一次活动课”
的阳光体育运动模式已成为区域体育特色品
牌。在河南省第六届学校阳光体育推进会
上，阳光体育运动的“经开方案”得到了教育
部、省教育厅和与会代表的高度评价。

活动课的长期持续开展，增强了学生体
质：来自第三方监测机构的数据显示，经开区
学生各项身体素质指标均有显著提升，特别
是耐力素质方面提升幅度最大；阳光体育活
动课程融合也彰显一定效果，各级教研室成
绩监测显示，学校各学科成绩连年稳中有升，
体育与智育相得益彰。

近年来，在体育特色校和各级各类体育
竞赛领奖台上，从来不乏经开学校、学子的
身影：郑州市第八十五中学先后获得全国足
球特色学校，全国篮球特色学校等荣誉称
号；经开区实验中学在 ACAC全国射箭联赛
2018赛季郑州站比赛中获得两金两银两铜；
九龙中学在第十二届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
术节中获得两金七银；经开区实验小学女子

足球队连续三年蝉联郑州市市长杯年度总
冠军，男子足球队获得小学超级甲组第二
名，成为郑州市唯一拥有两支球队参加超级
组比赛的学校……

“在教练的指导下，我不仅收获了娴熟的
篮球技术，更懂得了什么是拼搏、团结的力
量，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感恩教练，感谢一
起成长的队员，在这里，我梦想成真！”这是郑
州市八十五中学生杨梦杰在参加 2018年“锦
冠体育杯”全国青少年篮球精英赛获得初中
组一等奖后说出的心里话。体育带给学生
的，不仅仅是良好的习惯、健康的体魄，还有
团队合作、攻坚克难的意志品质。

这也是经开区以阳光体育活动课为抓
手，提升品质教育、打造品牌经开的生动写
照。在经开教育人看来，体育不仅仅是运动，
更是“立德树人”的系统工程，是深化青少年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有效载体，对磨炼青少
年意志品质和良好道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德智体美劳五位一体，五育并举，孩子的
明天才会更加色彩斑斓，才能成为真正的国
之栋梁。

郑州经开区六一小学集体啦啦操展示

郑州经开区与罗纳尔多足球学院开展战略
合作，足球小将们能得到罗纳尔多的亲自指导

郑州经开区实验中学的集体操展示着经开学子的朝气蓬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