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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精彩留言
来源：微信留言
网友：朱三益（绿如蓝）

丹阳地杰人灵，人文荟萃，是能人辈出之地；从吴王余祭
封季札于延陵，在丹阳这块“三吴襟带之邦，百越舟车之会”
的富饶土地上，长江、运河水哺育出许多名播中外、光照史册
的学者、文人和社会名流；丹阳，我为你点赞，为你骄傲!

开栏的话：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从本期开始，丹阳网事将在一周

微信留言与精彩报料中挑选一条刊登，当选的留言作者或

报料人将得到100元礼品卡，请获奖人于本消息见报后的一

个月内来开发区东方路丹阳日报社八楼领取，过时不候，联系电

话0511-86983129。
请注意，报料需为原创或第一手消息，您可以向邮箱

626919718@qq.com投稿或扫描右侧二维码加入丹阳新闻网网

友群直接报料。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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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年5月8日
事件：吕城孝子黄银龙艰难尽孝
年届花甲的黄银龙家庭生活艰苦，

父亲、哥哥相继去世后，侄子也患重病，他带着年
迈的母亲以蹬三轮为生，一蹬就是13年。原报道
在本报刊出后，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栏目就与本
报联系，去吕城黄银龙家实地采访并录制节目。
节目随后在母亲节期间播出。

时间：2016年6月30日
事件：一起“民告官”的行政审判案例
当时《央视新闻》与《焦点访谈》播出的《一切

为了人民》专辑中提到了丹阳市人民法院一起行
政审判案例，内容是丹阳市珥陵镇鸿润超市诉丹阳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陈少杰想在经营项目中再加
上蔬菜贩卖，但是却遭到了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拒
绝，理由是超市距离菜场不足200米，违反了地方政
策。2015年5月，陈少杰把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告上了法庭，最终胜诉。此案也被最高人民法院评
为“2015年度十大经济行政典型案例”。

时间：2016年10月19日
事件：夫妻煤气中毒报警 21个回拨电话挽

救生命
10月 28日凌晨，丹阳 110接到求救电话，对

方没说几句突然挂断。接警员不断回拨，可报警
人始终说不清位置且很快挂机。21次回拨后，接
警员终于确定报警人大概方位，经搜寻找到了一
氧化碳中毒的外来务工偶某夫妇并送医，成功挽
救他们的生命。

时间：2017年3月25日
事件：“河长通”平台走在全国前列
2017 年 3 月 22 日是“世界水日”和“中国水

周”第一天，当年的主题是“落实绿色发展理念，
全面推行河长制”。 扫描二维码即可直接反映

问题的“河长通”管理平台是我市关于河长制的
一大创新，可以说走在了全国前列。当日《新闻
联播》对此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报道。

时间：2017年9月16日
事件：钱云宝事迹获赞誉
这一天的《经济半小时》栏目播出《军民融合

向未来：勇闯新材料“禁区”》，讲述了国产碳纤维
的领军者、原恒神股份董事长钱云宝带领公司员
工研发国产碳纤维的动人故事。此前，钱云宝以
身家性命搏国产碳纤维一个突破的先进事迹就
被《丹阳日报》《镇江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
报》等媒体报道，引起业界、媒体等多方关注。

时间：2017年9月21日
事件：丹昆特大桥亮相
2017年 9月 19日晚，央视系列纪录片《辉煌

中国》第一集《圆梦工程》在CCTV-1播出，世界
第一长桥丹昆特大桥即京沪高速铁路丹阳至昆
山段特大铁路桥亮相。

时间：2017年12月6日
事件：农民歌唱家眭顶立二登央视

继 2006年 11月正式登上央视《非常 6+1》节
目后，来自开发区中石潭村的“田埂歌手”眭顶立
再次登上 CCTV-3《群英汇》的舞台，演唱歌曲
《父亲》。

时间：2017年12月17日
事件：女子抱娃开车太危险
当日的《新闻直播间》播出了一则发生在我

市开发区的社会新闻，一名女子抱着孩子开车且
没系安全带，被交警拦下并罚款。这种行为非常
危险，遇到紧急情况孩子可能会卡住方向盘。

时间：2018年1月17日
事件：柳茹村的丰收美食
CCTV-7《乡土》栏目来到延陵镇，记录了鱼

米之乡柳茹村喜庆丰收的盛况，也将
猪油团子、蟹黄汤包、延陵鸭饺等乡
土美食的制作过程呈现于全国观众眼
前。很多丹阳网友十分喜爱这期充满
本地特色的节目。

时间：2018年6月21日
事件：民警路遇嫌犯将其抓获
和平桥派出所三名民警路过东方红桥，

在等红灯时无意中向旁边张望，竟认出了在
逃的犯罪嫌疑人赵某。赵某此前涉嫌盗窃，
又在取保候审期间违反规定藏匿。民警随即
下车将其抓获。

时间：2018年6月21日
事件：恒神出镜《大国鲲鹏》
揭秘运-20飞机诞生过程的五集电视纪录片

《大国鲲鹏》于 7月 30日在CCTV-4《国家记忆》
栏目首播，同题材的纪录片《国之大运》也在
CCTV-9播出。在第一集《大国鲲鹏——战略决
策》中，我市恒神股份有限公司以“名副其实的国
家队”的称号出镜亮相。这是以中航工业为代表
的国家行业主管部门和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
国家宣传部门对恒神股份积极参与军民融合，矢
志发展新材料的又一肯定与激励。

时间：2018年12月3日
事件：“励志妈”自考教师资格证
本报新媒体报道了陪娃读书同时自考

小学教师资格证的“丹阳励志妈妈”后，很多
中央级媒体也纷纷转载。网友对这位妈妈
评价很高，有一个经典的搞笑评论流传甚
广：孩子以后可以说，我竟然带出了一名
人民教师。

这些丹阳故事曾登上央视这些丹阳故事曾登上央视
本报记者 小汤

2019年2月12日晚，CCTV-3播出了此前在丹阳录制的“我们

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丹阳慰问演出。央视到丹阳专场演出，

这个节目在播出前便引起本地网友的强烈关注。其实此前丹阳便

已经多次登上央视，本期丹阳网事，我们就盘点一下近年来丹阳登

上“国家舞台”的时刻。

由于版面限制，曾登上央视的丹阳故事无法一一刊出。
如果您想看到更多类似的盘点或者别的题材，可以关注丹阳
日报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投稿与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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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潇）寒假期
间，一些学生沉迷于手机、电视、
电脑，当他们还沉浸在吃喝玩乐
的舒适中时，寒假已经结束了，
新学期已经到来。每年这个时
候，一些学生都会出现“开学综
合征”，这是由“开学”而引发
的不适、亢奋、恐惧等一系列症
状，往往发生在假期余额不足
时。随着我市各中小学、幼儿园
开始报名，一些学生的“开学综
合征”更为明显了。

前两天，市民周秦（化名）
过得心惊胆战。“孩子的寒假作

业没有做完，昨天在家一直玩手
机，午饭过后，我多说了她几
句，她就生气摔门离家出走
了。”周秦告诉记者，他以为孩
子只是出门去玩一玩，但是一直
到傍晚都没见孩子回来，“这个
时候我们着急了，开始到处询
问，寻找孩子。”

一直到晚上七点仍旧没有找
到孩子。“一家人都急得团团
转，我有些后悔，心想自己不应
该把话说得那么重，但是孩子放
假总不能一直玩啊，连作业都没
有做完。”

为了找孩子，周秦发动了亲
朋好友，并且在微信朋友圈里发
布了寻人启事，“找孩子的过程
中，心里真不是滋味，就因为不
肯做寒假作业多说了几句，我们
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有时候甚
至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和孩子沟
通了，还是早点去学校上学
吧。”

好在有惊无险，晚上八点，
在各方的帮助下，周秦一家人终
于在常州找到了孩子。

不想做寒假作业的，不是只
有周秦的孩子。

家住大泊集镇的陈先生告诉
记者，寒假期间，孩子玩疯了，
到了要上学的前两天才发现还有
很多作业没有完成。“为了赶作
业，开学的前两天，我都督促他
做作业，基本每天都做到晚上十
点多钟，紧赶慢赶总算是做完
了，但是因为没睡好，无精打采
的，你看，今天报名了，小家伙一
点精神没有，催着我赶紧报名，说
他要回去补觉呢！”

而家住国信嘉园的陈女士的
担忧则和两位家长不一样。“孩子
本来就胖，放假又长了好几斤，真
害怕孩子太胖，影响健康。”陈女
士说，她家孩子的胃口好，过年期
间各种美食“来者不拒”，加上聚
会多，眼睁睁看着孩子的体重一
天天增长，“有几件衣服都小了，
真希望早点开学，让孩子规律作
息，规律饮食，上学辛苦一点，也
不会整天盯着好吃的，至少能瘦
下来一点。”

还有一些学生因为即将上
学，紧张到失眠。“想着今天就
要报名上学，孩子昨天晚上都失
眠了，今天在去学校的路上还一
直跟我说不想上学，看他精神也
不是很好。”张女士说，“孩子平
常上学还好，但经历了一个假期
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对上学
会有一些恐惧感，会出现焦虑的
情绪，短期内不太能适应学校的
生活。”

不过，也并不是所有学生都
会有“开学综合征”。

家长谢东丽告诉记者：“我
家女儿今年上初三，寒假作业早
就做完了，并且还能自己完成一

些拓展性的作业，完全不用我们
操心，寒假没事的时候就跟着我
去做公益，和我一起跑步健身，
报名前一天，她就已经去学校
了，因为她们今天有一天的期初
考，女儿说，她已经复习好了，
心理上也已经做好了准备。”

谢东丽告诉记者，教育孩子
需要家长以身作则，家长懂得自
律，对孩子有很大的影响作用。
除了家长的榜样作用，谢东丽觉
得，陪伴也很重要，“女儿就像
我的闺蜜一样，我们一起运动，
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逛街，交
流很顺畅，关系也很融洽，回家
后，我忙自己的事，她专心做作
业，感觉很好。”

在我市开发区某学校从事教
学工作的石老师告诉记者，学生
的“开学综合征”并非一日之
寒。“寒假太过于放纵，开学前
孩子就会不适应，寒假里，家长
需要做好引导和榜样作用，陪孩
子规律作息，合理安排孩子的玩
乐和学习时间，劳逸结合。如果
大多数时间都在玩，开学后的较
长一段时间，都很难调整过来，
当然，我们也不提倡让孩子在寒
假里因为学习太过劳累，希望家
长不要给孩子安排过多的学习时
间，报过多的补习班、兴趣班，
要做到张弛有度。”

寒假作业没写完，被爸妈说了两句就离家出走；快要上学了，紧张到失眠……

“开学综合征”，你家孩子有吗？

传递民声民意
关注百姓冷暖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用
即付报料费（可线上支付）。

民生热线：86983119

本报讯（记者 马骏）近日，
市民钱女士致电本报民生热线
86983119，向记者反映了一件让
她郁闷的事。几天前，钱女士的
孙女感冒发烧，她便带着孩子来
到医院就诊。“挂号后，我就排
队等着，期间，由于孩子哭闹，
我便抱着孩子到外面走了一会
儿，等我回来时，却迟迟没有等
到叫号。”心中疑惑的钱女士向
医护人员询问，对方查询后却告
诉她，孩子已经被叫号并诊断过
了，这让钱女士十分惊讶。

钱女士表示，自己到儿科门
诊后，为图省事，便先将孩子的
健康卡放在了医生的办公桌上。

“一开始，我想着，也许是孩子
的健康卡被别人错拿了。”钱女

士告诉记者，自己只得抱着孩子
补办了一张健康卡，并再次挂了
号，重新排队。一阵等待之后，
医生开始给钱女士的孙女看诊，
然而，当医生确认孩子身份信息
时，钱女士却傻眼了。“孩子的
名字是没错的，但出生年月却变
了。”钱女士表示，孩子出生以
后由于感冒发烧来过医院两次，
名字和出生年月都是正确的，但
这一次，出生年月的信息却变
了，这让她有些纳闷。不过，医
生却反应过来，“医生告诉我，
刚刚一名男子带着自己的孩子来
就诊，名字和我家孩子是一样
的，不过，当医生在确认出生年
月信息时，那名男子却表示信息
弄错了，还去改了信息。”听完

医生的话后，钱女士这才反应过
来，原来孩子的健康卡不是被错
拿了，而是被插队的人更改了信
息。“用健康卡挂号，基本上不
会有插队的情况，因为就算插队
的人冒充别人的名字，但出生年
月通常情况下是不一样的，如果
按照别人的出生年月来，那医生
可能会给出错误的诊断。可是插
队者如果能随意更改别人的健康
卡信息，情况就不同了。”钱女
士说。

随后，钱女士便到医院的工
作窗口将孩子健康卡的信息改了
回来，整个过程中，工作人员并
未要求钱女士出示任何有效证件
进行证明。一波三折之后，钱女
士的孙女总算看上了病。“挂号

花不了几个钱，但为了看个病，
我跑上跑下，累得够呛。更让我
不能理解的是，健康卡的信息怎
么能被别人随意更改呢？万一有
家长在医生确认身份信息时没有
注意，那医生给出的诊断不就有
问题了吗？毕竟不同年龄的患者
出现相同的病情，医生不可能给
出完全相同的诊断来。”钱女士
有些后怕地说道，“医院的健康
卡是为了方便病人预约门诊，查
询看病结果，如果个人信息被他
人更改了，那前因后果都会出现
问题，为了插队而去更改别人健
康卡的信息，这样的做法完全是
损人利己，一不小心甚至会酿出
大问题来。”钱女士对于那名插
队男子的做法感到十分愤懑。

记者了解到，健康卡主要用
于居民在医疗卫生服务活动中身
份识别、基础健康信息存储、跨
地区和跨机构就医、费用结算和
金融服务等应用，是实现居民与
医疗机构之间、医疗机构相互之
间、医疗机构与社会公共服务等
相关部门之间信息互通共享的纽
带和关键。对于钱女士的遭遇，
医院相关人员表示，出现这样的
情况是极少数的，虽然医生会对
每一位患者进行身份信息确认，
但患者如果忽视这一环节，便会
出现“误诊”的危险。医护人员
提醒患者，在看诊时，切不可将
自己的健康卡随意放置，应小心
保管，在医生确认身份信息时，
应该认真对待，防患于未然。

“名字是我家孙女的名字，可出生年月却不是”

医院健康卡信息竟能被他人随意更改？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宣

多一点爱心多一点爱心，，家庭温馨家庭温馨，，阖家欢欣阖家欢欣；；
多一点付出多一点付出，，家庭和睦家庭和睦，，阖家幸福阖家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