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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解放日报》开设了民生版
面，传达民意、反映民声、为民解忧，受
到读者好评，是其他媒体学习的榜
样。2017 年，《崇明报》推出“民·声”
栏目，将就业、医疗、教育、食品安全等
大小民生事“一网打尽”，受到众多读
者欢迎。今后，我们将对标市级媒体，
推出更多贴近民生的报道，搭建好为
民服务的“连心桥”。

医 疗 、教 育 是 百 姓 关 注 的 热 点
问题。栏目开设四年来，推出《少儿
住院互助基金参保缴费 9 月启动》、

《崇明 27 家医疗机构开通异地结算

功能》、《医疗费报销不用跑就能办
了》等一系列报道，对惠及民生的重
要政策作出详细解读和分析，让百
姓全面了解有关政策；《今年上海高
招有新变化》、《幼儿入园：4 月 24 日
起信息登记》等报道，及时告知家长
招生政策、信息登记时间等信息。

立足百姓需求，才能更好地为百
姓服务。在本区首家“医养结合”护理
院——上海生康护理院正式投入运营
之际，第一时间推出《这家护理院养老
治病“两不误”》报道。这让患有多种
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或大病后需要长
期治疗和专业护理的高龄老人在养老
方式上有了多样选择。老人不仅可以

享受养老服务，又能得到医疗保障，对
于他们来说是实实在在的福音；《新华
医院崇明分院启动胸痛中心建设》、

《区第三人民医院新院启动建设》等消
息一经发布，老百姓对在家门口享受
更多医疗资源有了期盼，提升了获得
感和幸福感。

针对百姓遇到的烦心事，我们积极
寻求解决办法。《手足口病“蠢蠢欲动”，
如何预防？》、《智齿到底该不该拔》等，
这些生活中碰到的问题，我们请教专
家，为大家释疑解惑；《“快递”变“慢递”
怎么办》、《为老百姓撑起消费保护伞》、

《谨慎选购保健品 防止被骗又伤身》等
报道，提醒消费者，并为他们支招，在权

益受到损害时，如何维护自身利益。
值得一提的是，“民·声”栏目还增

强服务功能，体现人文关怀。今年推
出的一篇《我的哥哥年纪比我小》的报
道，讲述了一对不同程度智力残疾的
亲兄弟，哥哥不幸遭遇车祸的故事。
报道一经推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和热烈反响。大家纷纷伸出援
手，让哥哥及时得到帮助和救助。这
股暖流，让这座城市更加温情，也给予
我们不断前行的力量。

接下来，《崇明报》将聚焦更多民
生热点难点，努力解决群众反映的实
际问题，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
有所盼、我有所为”。

搭建为民服务“连心桥”——

崇明报“民·声”栏目四岁啦
□ 记者 范立

本报讯 11 月 14 日，分离了三十
余载，来自嘉定马陆镇 98 岁的宋成英
终于在竖新镇见到了自己的侄女宋秀
芳。“我找了那么多年，终于找到你
了。”满头白发的宋老太激动地说。

上世纪三十年代，正是战火纷飞

的时候。当时家住海门的宋成英和
其大哥四处逃难，最后，两人分别在
上海嘉定、崇明定居。多年前，宋老
太在其大哥去世时来过崇明一次，但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逐渐忘记了大哥
家的地址。因为当时通讯落后，宋老
太也未留下任何联系方式。近年来，
宋老太十分想念大哥的亲人，通过家
人一直在寻找他们的下落，但未有任
何音讯。

今年 10 月初，宋老太经人介绍来
到崇明寻亲团寻求帮助。抱着试试看
的心态，宋老太将模糊的一点记忆告
诉崇明寻亲团。经过志愿者的联系和

多方打听，最终，找到了老人的亲人
——位于竖新镇竖河垦区的宋秀芳
一家。

由于宋秀芳一家外出旅游，当天
宋老太未能与他们相见。一直到最近
两家人终于团聚。“这是时隔了三十多
年的拥抱”，宋老太说道，“有生之年还
能与你们相聚，太幸福了。”随后，她高
兴地带领全家祖孙三代和侄女宋秀芳
一家合影留念。

近日，宋老太一家来到崇明寻亲
团堡镇服务站，送上一面写有“三十余
载寻亲路 巧遇好人助圆梦”锦旗，向
志愿者们表示诚挚感谢。

老人寻亲三十载 梦圆崇明得团聚

□ 记者 范立 通讯员 陆伟国

本报讯 近日，区政府大院和区行
政办公中心的两家便民超市开张，获
得大家的好评。两家超市分别位于区
政府大院八号楼底楼、区行政办公中
心六号楼底楼，附近职工步行几分钟
即可到达。

午后，记者来到区行政办公中心
的超市，发现来这里购物的人不少。
区农业农村委工作人员沈洁用餐后购
买了一盒鲜牛奶，她表示：“这里的超
市商品种类繁多，上下班来买东西非
常方便，价钱也比较实惠。”

该超市于 10 月 9 日起试营业，占
地面积约 100 平方米。饮料酒水、零
食小吃、新鲜水果……各类商品琳琅
满目，商品的价格相较市面上便宜一
些。便民超市内还设有休息区，机关
职工可以在上午繁忙的工作后坐下小
憩，喝上一杯热咖啡。

便民超市设有云南临沧特色农副
产品货架，让大家能够品尝到当地优
质的茶叶、腊肉等，为消费扶贫帮困贡
献力量。店内还设有崇明本土企业

‘喜时’锅具专柜，买上一口稻香锅巴
锅和店内的两无化大米，回家就能尝
到香脆的崇明味道。

为解决机关干部职工下班后买菜
难的问题，超市还支持水产、肉类等农
副产品的预约订购。通过手机扫码下
单，顾客隔天就可到超市提取来自崇明
本土合作社的货物，既新鲜又方便。

便民超市开张
广受职工好评
□ 记者 施昊豪

本报讯 近日，上海市第三届市
民运动会上海市马术公开赛暨第五
届“爱久杯”马术公开赛在中兴镇爱
久马术俱乐部举行。

跑马场上，骑手们牵着马匹优
雅地步入场内，个个英姿勃勃、神采
飞扬。比赛开始，骑手和骏马密切
配合，完成停止、慢步、横向运动等
规定动作。当一匹匹骏马在跑道上
奔跑时，带起一阵阵风，观众们纷纷
为骑手加油助威。最后，来自上海
盛京马会的骑手满都呼荣获佳绩。

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此次比
赛，让中国的青年骑手得到更多锻
炼，在今后的国际赛事中，取得好成
绩。崇明的气候、场地等适合选手培
训，期待与崇明的进一步合作。

本报讯 11月 18日下午，“海棠逐
梦 万家同棠”2020 年崇明海棠文化
节闭幕式在三星镇新安村举行。本届
海棠文化节于今年 4 月初在线上“云
启动”，历时 7 个多月，在举办了云赏
花、云戏曲、云诵读、草帽论坛等十多
项文化系列活动后，圆满闭幕。

闭幕式活动分三个篇章进行。首
篇“海棠寻迹”通过情景表演再现崇明
围垦历史、追忆周恩来总理与邓颖超

同志动人的爱情故事、展望“海棠小
镇”三星的未来发展。第二篇“万家
同棠”通过演讲、诗朗诵等形式讲述
三星援滇的感人故事，现场还举行了

“情满边陲·爱汇云南”漂流书架捐赠
仪式。第三篇章“梦圆花博”中，现场
为 3A 景区上海玉海棠景区揭牌、为

“棠小果”花博志愿者授旗。
此 外 ，活 动 现 场 还 发 布 了 三 星

IP 形象海棠精灵“棠小果”、logo 以
及宣传口号。三星镇新时代文明实
践分中心与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

院签订合作共建协议，三星镇团委
与区融媒体中心团委签订合作共建
协议。

有着“中国最美村镇”之称的三星
镇已成为华东地区最大的海棠种植
区，这里有 5000 亩海棠廊道，10 万株
海棠苗木。每年三四月份，各色海棠
竞相开放。无边春色中，一年一度的
海棠文化节也如约而至，人们因花相
聚、因花相识、因花相知，探讨生态、文
化和产业的相融发展，如今，海棠已成
为三星最亮丽的名片。

崇明海棠文化节圆满闭幕
□ 记者 姚红梅

□ 运动崇明 ▲ 比赛现场（陆峰 摄）

在崇明策马“追风”

HPV（人乳头瘤病毒）是诱发宫
颈癌的主要病原体，接近 99%的宫颈
癌都与 HPV 有关。近日，深圳、杭州
等地的九价 HPV 疫苗预约因“一针难
求”频频登上热搜。在我国年轻女性
群体中，接种 HPV 疫苗的常识已得到
相当的普及，但大众对其认知仍有不
少误区。

男性不用打HPV疫苗？事实上，
HPV 病毒男性和女性都可能感染，
HPV 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是通过性
接触，粘膜和粘膜的接触也会传染。
它除了会诱发宫颈癌，也是尖锐湿疣、
肛门癌、阴道癌、阴茎癌等多种疾病的
罪魁祸首。人体感染 HPV 病毒后，大
部分感染者可通过自身免疫系统清
除，但仍可将病毒传染给他人。男性
接种疫苗可以预防一些生殖器官的癌
前病变、湿疣等等。

“男性不会患宫颈癌，但他们是
HPV 病毒因子的主要传播者。为男
性接种 HPV 疫苗，首先可以保护他们
的伴侣，其次因 HPV 病毒也会导致其
他癌症，接种也可保护自身。”日前，
HPV 疫苗之父哈拉尔德·楚尔·豪森
发表了上述建议。

澳大利亚从 2013年起开始为 12-
15岁的男孩接种 HPV 四价疫苗，经过
长期的统计，不仅是接种过疫苗的人
群，在未接种疫苗的大于 30 岁的异性
恋女性中，HPV 的感染率也大大降
低，证明疫苗的推广形成了群体效
应。美国疾控中心 2019 年发布报告
称，HPV 疫苗可以预防九成以上由人
乳头瘤病毒导致的癌症，建议所有
11-12岁的儿童接种 HPV疫苗。

打了 HPV 疫苗就不会得宫颈
癌？不幸的是，HPV疫苗并不能 100%
预防宫颈癌，已上市的 HPV 疫苗并不
能完全覆盖所有的 HPV 亚型。HPV
有上百种亚型，其中三十多种可以致
病，同时可分为高危型和低危型。目
前已知至少 14种高危亚型 HPV，其中
16、18 亚型最为高危。这些疫苗可以
预防较高比例的宫颈癌。在上海发现
的宫颈癌患者中，16、18 这两种亚型
占 70%。

预防宫颈癌，除了接种疫苗外，还
要定期进行筛查，特别是有过性暴露
的女性。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科副主任
医师赵昀建议，对于 30 岁以下的健
康人群，建议只进行细胞筛查，如果
筛查结果是阴性，可以 3 年以后再次
进行检查。30 岁以上健康人群，建
议进行细胞筛查和 HPV 病毒检查，
如果结果是双阴性，可以 5 年后再次
进行检查。

关于HPV疫苗
这些知识要了解

本报讯 11月20日，第九届长三角
地区中小学班主任基本功大赛在崇明
区落下帷幕。在为期三天的大赛中，来
自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四省市的 60
名优秀中小学班主任“云端”竞技，共同
探讨“拨动学生心弦的艺术”。

当天上午，主题论坛暨颁奖仪式在
崇明中学举行。来自长三角地区的优
秀班主任代表及班主任带头人分享了
自己的育人智慧和备赛故事，相关领导
为本次比赛的获奖教师代表颁奖。上
海市与江苏省进行了长三角地区中小
学班主任基本功大赛交接仪式。

本次大赛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江
苏省教育厅、浙江省教育厅、安徽省教
育厅共同举办。经过论文评选、主题班
会课设计实施和面试三个环节的激烈
角逐，大赛共评选出论文一等奖16篇，
二等奖15篇，三等奖18篇，综合一等奖
15名、二等奖18名、三等奖27名。

第九届中小学班主
任基本功大赛落幕
□ 见习记者 盛赛丹

□ 记者 咸明

擦亮“生态+产业+文化”名片——

本报讯 日前，区委宣传部、区融
媒体中心联合举办崇明区“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供稿员暨区融媒体中心通讯
员培训会。

开班仪式在三星镇玉海棠科技园
举行。来自本区各党委、党组部门“学
习强国”学习平台供稿员、各乡镇通讯
员参与本次培训。

培训班上，区融媒体中心的记者结
合自身实践经验，为大家带来了新闻写
作基础、摄像摄影技巧、视频剪辑快速
上手等课程。“消息有6大要素，摄像要
有好的光线构图，视频剪辑要把握节
奏。”“通过培训，我对于怎样写好消息
报道有了更深认识。同时，对于怎样发
现好的新闻线索有了启发。”参与培训
的学员表示，这种形式的培训很有针对
性，在提高工作能力方面很实用，希望
今后有机会多参与这样的培训。

以实践经验促实践水平提升

崇明区供稿员
培训班开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