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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醒——今 日 天 气 本市：晴转多云，东风3-4级，16℃/23℃ 大丰:15℃/22℃ 兴化:16℃/23℃ 海安:16℃/23℃

本报讯(记者顾敏通
讯员严国进)本月初，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
了突发事件公共卫生风
险评估工作，以疫情报告
数据及相关监测数据为
基础，主要分析各重点传
染病和公共卫生事件的
近期动向及长期趋势，并
作出风险评估提醒。

健康提示之一：注重
秋季腹泻防控

进入秋季后，婴幼儿
秋季腹泻也进入高发季
节。秋季腹泻多由轮状
病毒感染导致，以2岁以
下的婴幼儿发病最多，一
般发生在 9月中旬至 12
月，以10月至11月为高
峰 。 轮 状 病 毒 主 要 经

“粪-口”途径感染，一般
会先后出现发热、呕吐、
腹泻等症状，严重的会出
现脱水症状。

为此，告知市民：一
是提倡母乳喂养，适当地
为婴幼儿添加辅食。二
是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如
饭前便后用肥皂洗手，奶
瓶食具洗净煮沸后再使
用，注意饮水卫生，不喝
生水。三是生吃瓜果要
洗净，采用防蝇罩，防止
苍蝇、蟑螂叮爬食物。四
是尽量避免接触腹泻的
宝宝，如果宝宝腹泻后应
尽量在家里休养，避免交
叉感染。五是可根据需
要服用轮状病毒疫苗进
行预防。

健康提示之二：注重
食物中毒防控

节日前后聚餐和在
外就餐机会增加，食物
中毒发生可能性会有所
增加。主要发生在饮食
服务单位和集体食堂，
表现为集体进食同一种
或多种受污染或变质食
物后，多人集中发病。
患者常在进餐后24小时
内出现恶心、呕吐、腹
痛、腹泻等胃肠道症状。

为此，告知市民：一
是旅行期间注意饮食卫
生，不吃未烧熟煮透的
食物、未经消毒的奶、未
削皮的水果、生的蔬菜，
不喝生水，尽量食用煮
熟的热食，尽量饮用开
水或未开封的预包装水
及饮料。二是不采摘、
食用野生蘑菇和野生植
物。三是选择新鲜、安
全的食品原料，加工时
要注意生熟分开。四是
外出就餐时，要注意选
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
饭店或餐厅。

健康提示之三：注重
恙虫病防控

10-11 月份秋稻收
割季是恙虫病的高发季
节，尤其在农民当中高
发。恙虫病又名丛林斑
疹伤寒，是由恙虫病东方
体所引起的自然疫源性
疾病。以鼠类为主要传
染源，经恙螨幼虫叮咬传
播。临床以发热（可达
38.5～41℃）、焦痂或溃

疡、淋巴结肿大及皮疹为
特征，严重者可发生死
亡。

为此，告知市民：一
是避免在草丛或灌木类
环境中坐卧休息或晾晒
衣被。二是秋收秋种的
农民以及野外作业者和
旅游爱好者如需进入草
丛等地区，尤其是已发现
过病人的地区，应注意做
好个人防护，如扎紧袖
口、裤管口，衬衣扎入裤
腰内，也可在暴露的皮肤
和裤脚、领口或袖口上喷
涂含邻苯二甲酸二甲酯
或避蚊胺等成分的驱避
剂进行防护，减少恙螨的
附着或叮咬。三是野外
作业后，及时拍打衣物，
抖落附着的恙螨；换衣洗
澡，重点擦洗腋窝、腰
部、会阴等皮肤柔软部
位，可减少被恙螨叮咬的
机会。四是有恙螨叮咬
史或野外活动史者，一旦
出现疑似症状或体征，应
及早就医，并告知医生相
关暴露史。

健康提示之四：注重
季节性流感防控

近期，我国内地南北
方省份流感活动均维持
在低水平。根据往年流
行趋势，预计国庆假期前
后，流感仍将维持在低水
平，但假期前后，人群聚
集易感染发病。季节性
流感通过飞沫传播，如近
距离咳嗽、喷嚏、近距离
交谈等均可传播，传染性
很强。一般表现为突然
起病，高热，有畏寒、寒
战，多伴头痛、全身肌肉
关节酸痛、极度乏力、食
欲减退等全身症状。

为此，告知市民：一
是外出旅行时，注意避免
过度疲劳，保持正常抵抗
力。二是居住时保持室
内空气流通。三是尽量
避免去人群聚集场所。
四是尽量远离有咳嗽、打
喷嚏症状人员。五是经
常彻底洗手，避免脏手接
触口、眼、鼻。六是若出
现发热、咳嗽、咽痛等表
现，应戴上口罩，及时就
医，减少接触他人，尽量
居家休息。七是十月、十
一月是流感流行前期，此
时接种流感疫苗最为适
宜，当然要在医生指导下
接种。

健康提示之五：注重
学校聚集性疾病防控

10 月 份 国 庆 假 期
后，各学校极有可能出现
诺如病毒性胃肠炎、水
痘、不明原因发热等聚集
性疾病，幼儿园还可能出
现手足口病等聚集性疾
病。

为此，告知各学校：一
是要加强每天因病缺课监
测，及时发现“苗头”病例，
及时隔离治疗。二是要确
保病例出现时，有一个放
一个，不足规定隔离时间，
不得带病上课。三是切实
落实好平时开窗通风、消
毒、洗手、健康教育等防控。

10月份公共卫生风险
评估信息发布

秋天的条子泥美景如画，潮起一片汪洋、潮落一马平川。人们尽情领略大自然的馈
赠，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生态画卷。 张罗宝 摄

本报讯（记者 朱江 通讯员 张祖
勇 王春荣 徐海琴）近年来，溱东镇坚
持把农业结构调整作为推进农业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依托本镇资源，因
地制宜发展水生蔬菜、稻田养殖、大棚
芦笋、生猪养殖四大产业，按照“立体
复合经营，循环提质增效”理念，大力
推进生态循环立体种养模式，成功走
出一条具有水乡特色现代农业发展之
路。

创建“荷风菱韵”农业园区，推行
“藕—虾”“稻—虾”“稻—鸭”立体种
养，实现水稻（藕）、水产、水禽“三水共
生”。以610省道和210县道沿线为重
点，着力打造“荷风菱韵”现代农业园
区。近年来，通过农业招商在610省
道沿线建成近千亩荷藕种植示范基
地，推广“藕田套养小龙虾”立体种养
模式，今年预计亩效益可达4000元以
上，实现有风景有效益。同时以210
县道沿线为重点，建成千亩“稻—虾”

“稻—鸭”立体综合种养示范基地，基

地以打造绿色和有机大米生产基地为
重点，全面推广应用生物有机肥料和
绿色防控植保技术，创树绿色、有机大
米品牌，产品直接对接上海等大中型
超市。预计稻田综合种养亩产优质稻
米 800斤以上，亩产小龙虾 200斤左
右，亩效益可达4500元以上。

创建千亩绿色芦笋产业园区，推
行“基地+农户”运作模式，成为苏北
规模最大的产销一体化绿色芦笋种
植基地。溱东镇千亩绿色芦笋产业
园位于新229省道沿线，项目规划占
地面积 1200 亩，总投资 5000 万元。
园区一期已建成芦笋大棚种植基地
700亩，正在实施二期工程扩建芦笋
及果蔬大棚种植 500 亩，其中普通
大棚 440 亩,连栋大棚 60 亩。项目
建成后融田园采摘、休闲观光、产品
展示等功能于一体，将成为苏北里
下河地区最大的产销一体化绿色芦
笋生产示范基地。基地全程推行生
态循环种养模式，充分利用万头生

猪养殖场产生的猪粪作为有机肥
料，运用干湿分离的方法，利用管道
将沼液输送到大棚进行土壤灌溉，
再将发酵有机肥直接覆在表面，生
产工序全程采用手工除草，喷施低
毒的生物药剂除虫，真正实现绿色
生态有机种植。基地 2 个产品获得
国家绿色食品认证，产品直接对接
上海、南京等各大中城市,基地年亩
产芦笋 2000-3000 公斤，每亩利润
可达万元以上。园区推行“基地+农
户”模式效益明显，带动当地 100 多
名富余妇女劳动力入园打工致富。
同时示范带动本镇其他农户新发展
大棚芦笋种植100多亩。

创建国兴循环农业示范园区，推
行“农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复合经
营模式，形成“豆—猪—沼—粮”循环
农业产业链。东台市国兴循环农业示
范园年产2000吨的绿色豆制品加工
中心、4000 平方米的生猪养殖场、
12000 立方米的沼气沼液利用发醇

塔、1600亩优质粮食生产基地、300亩
大棚西瓜种植基地、50亩芦笋种植基
地，利用豆制品加工厂产生的大量豆
渣作饲料发展生猪养殖，猪粪集中收
集，通过沼气罐发酵，产生的沼气全部
作为豆制品加工燃料，沼液作为有机
肥料，形成“豆制品加工―生猪健康养
殖―沼液（沼气）利用―有机肥生产―
优质绿色大米（瓜菜）种植”的生态循
环农业产业链，豆制品加工后下脚料
直接喂猪，每年能节约饲料400吨；沼
渣沼液通过管道和吸粪车输送到农
田，作为作物生长有机肥料，每年节省
化肥用量60-70吨。园区创成“溱禾”
牌绿色大米品牌，产品直接与全国各
大型超市对接销售，每年加工销售大
米100万公斤，每公斤比市场上普通
大米高2元以上。2017年，公司与南
京农业大学合作，建立400亩稻田生
态种养绿色高效技术集成与示范基
地，被列入中央财政农技推广重大种
养业全程技术推广项目东台基地。

溱东镇

生态循环创特色 立体种养促增收

记者金莉莉

“红领巾心向党，争做新时代好队员！
传承红色基因，延续红色血脉！”9月29日下
午，市第一小学本部校区大操场前红色的标
语和旗帜迎风飘扬，洋溢着节日的喜庆。由
市文明办、市教育局和团市委联合主办，市
第一小学承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童画新时代”儿童画册首发暨“红
领巾党校”揭牌仪式正在这里举行。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从
小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努力培养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今年五月份开始，
市文明办、市教育局在全市部署开展了“童
真里的色彩”儿童画创作大赛，筛选优秀作
品集结成《童画新时代献礼新中国》儿童画
册，希望用丰富的思想内涵、生动的艺术形
式，引导孩子们欣赏美、追求美、创造美，为
文明建设点染斑斓色彩，增添正能量。

红领巾党校系市一小创设的红色文化
德育特色品牌项目。市第一小学的校址曾
是清朝状元张謇先生创立的“母里师范”，
是盐城地区第一个基层党组织“母里师范
党支部”所在地。创建红领巾党校，系统开
设红领巾党课、开展红色系列主题教育活
动，旨在培养少年儿童爱党、爱国、爱社会
主义的情感。通过多种途径提升小学思想
政治理论学科教师队伍素质，践行精致管
理，强化育人意识、丰富德育内涵、创新工

作方法、提升育人品位，让红领巾党校建设
成为红色文化特色品牌教育基地，让红色
基因在这里传承，让红色血脉在这里延续。

下午一点半，在《红领巾相约中国梦》
《红领巾向党唱支歌》优美的旋律里，穿戴
整齐的师生们依序入场，愉悦生动的笑脸
彰显着少先队员们的快乐与活力。

“向国旗敬礼！”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令人热
血沸腾，爱国热情再一次在每个人的心头荡
漾。接着，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陈生卫老师
带领全校少先队员面向国旗集体宣誓：立志为
祖国繁荣而读书，为中华腾飞而读书……响亮
的宣誓声响彻校园上空。

当耳熟能详的《我和我的祖国》旋律响
起，学校操场顿时成为欢乐的海洋，广大少
先队员和辅导员老师们以歌舞表演《我和

我的祖国》献礼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蓝天
白云下，红色的旗帜飘扬，鲜艳的红领巾在
胸前跳动，悠扬的歌声、欢腾的舞姿传达着
对祖国的款款深情、绵绵依恋。随着一声

“市第一小学红领巾党校正式成立了！”大
红色的绸布拉开，红领巾党校正式揭牌。
绿色的大草坪上，师生挥舞着手中的旗帜，
沉浸在激动的氛围里。

本次活动还向少先队员们发出倡议，
勉励大家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用发现美的
眼睛，感受新时代；用灵巧勤劳的双手，脚
踏实地练好本领，持之以恒立德铸魂；传承
先辈遗志，赓续红色基因，展现新时代东台
好少年良好精神面貌，用拼搏和汗水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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