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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这两天，各地鼓励就地过年的“大
招”轮番冲上热搜。

这些地方真的发钱了

留义乌过年人员每人 500 元消费
券、春节义乌市内公交车停车场免费、
义乌春节期间景区免收门票……

18日，随着一则中英双语倡导在义
乌过大年通告的发布，义乌一系列硬核
而暖心的留人过年措施，一下子收获了
多个热搜，赢得了众多网友的点赞和羡
慕。

根据通告，义乌给就地过年的人群
发放了春节大礼包：20G免费流量，公
共文化场馆及设施免费，倡议房东减免
半个月以上租金，免收门诊急诊挂号
费，健康体检五折，留义人员子女免费
参加冬令营活动，正常营业的餐饮单
位、便利店、快递网点等可申请2000元
到10万元不等的补助。

同一天登上热搜的还有杭州的“非
浙籍留杭过年务工人员可领 1000 元”。
杭州市出台《关于开展春节期间面向在
杭外来务工人员“十送”关爱行动的通
知》，开展“送红包”行动。针对在杭务
工、非浙江户籍并在杭缴纳社保的春节
期间在杭务工人员，通过企业申报向符
合条件的在杭外来务工人员每人发放

1000元现金补贴(“在杭大红包”)，“一
键直达”在杭外来务工人员银行账户。

天津近日也出台7条措施，支持外
地员工留津过节。对安排外省市户籍员
工留津过节的各类企业，根据其在岗稳
定就业、依法参保缴费，且一直在津的
外省市户籍员工人数，采取“先发后
补”方式，按照每人300元标准，给予
企业一次性稳定就业补贴，每户企业最
高 30 万元。企业获得的补贴资金应全
部、足额用于发放外省市户籍员工“留
岗红包”。

福建省泉州市给留泉过年的非泉州
籍企业工会会员发200元新年红包；浙
江省宁波市奉化区向民营企业留奉化过
年的在职在岗市外务工人员发放500元

“现金红包”；浙江湖州市吴兴区将对在
建工地春节期间留吴员工发放每人1000
元的红包……

不只是这些城市，越来越多的地方
在倡议就地过年的同时，拿出真金白
银，千方百计用心留人、用岗留人、用
薪留人、用情留人，努力让在外地打工
人感到来自异乡的暖意。

人社部等七部门近日也印发通知，1
月21日至3月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迎
新春送温暖、稳岗留工”专项行动，鼓
励企业结合生产经营实际，采取发放留
岗红包、过年礼包、安排文化娱乐活动

等措施，落实好工资、休假等待遇保
障，吸引职工就地过年、在企休假。

就地过年成很多人选择

与此同时，各种鼓励就地过年的硬
核标语也火了。

“出门有风险，钱包还会扁；过年
留公司，亲情不会减。” “是否被逼
婚？是否被相亲？何以解忧，唯有留
守。” “与其回家隔离十四天，不如留
下多挣四五千。” “留在当地过个年，
不给家人添麻烦。”

去年曾用大喇叭喊话防疫的河南村
长又来了，今年他说：“今年过年咱不催
婚、不催生、不催娃娃往家奔。”

“安全才有团圆”，从上到下，这么
多鼓励就地过年的举措，还有苦口婆心
的劝说，很多人响应号召选择了就地过
年，“就地也能过好年”“年轻人就地过
年的仪式感”纷纷登上热搜。

“只要有爸妈在，哪里都是家！今年
是在工作的地方过年了，也经常和家里通
电话，到时候准备一桌子菜开视频！”

“就地过年，不给家乡的防控工作
添乱！不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冒险！是顾
全大局也是保护自己！”

“坚决配合国家防疫，就地过年，
等疫情过去了再出门，当然啦，就地过

年也要好好过，自己买点好吃的好喝
的，干饭人走起！”

就地过年下的一些变化

铁路客流在下降。1月 15日召开的
2021年全国春运电视电话会议公开的信
息显示，春运节前车票的预售较往年同
期下降近6成，预计全国铁路春运客流
将下调至2.96亿人次。此前预计发送旅
客4.07亿人次。从民航看，预计今年春
运期间通过民航出行的旅客量将明显低
于常年。

机票价格跳水。去哪儿网提供给中
新网记者的数据显示，与往年不同，很
多人选择了就地过年。尽管春运火车票
已经开售，但目前春节期间的大交通预
订并未出现大幅度上涨，多条热门火车线
路和航线的购票情况远没有往年紧张。今
年春运期间去程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达到
843.79元，同比去年同期便宜165元。

半成品、单人份年夜饭火爆。一家
外卖APP上“年夜饭”的搜索量与去年
相比上涨了4倍，在就地过年的大趋势
之下，更便捷的半成品年夜饭以及适宜1
至2人食用的套餐，将能更好地满足一
二线城市年轻消费者所需。

你会选择就地过年吗？
来源：新华网

鼓励就地过年，这些地方真的发钱了！

许多人是“温泉爱好者”，尤其是
在隆冬时节，泡一泡温泉，觉得既温
暖又解乏。然而，肿瘤患者可以泡温
泉吗？对于这一问题，病友们常常众
说纷纭。有人认为，肿瘤病人不能泡
温泉，因为温泉活血，担心癌细胞活
跃起来到处跑；也有人觉得，癌细胞
不耐热，泡温泉能用热把癌细胞烧
死。为此，记者采访了江苏省中西医
结合医院肿瘤科副主任中医师李灵
常。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肿瘤科副
主任中医师李灵常表示，目前尚没有
任何证据表明，温泉的所谓“活血”
作用会促使癌细胞转移；也没有任何
证据表明，温泉的温热作用可以杀死
癌细胞。

“但癌细胞不耐热的说法是正确
的。”李灵常副主任中医师介绍，有
实 验 研 究 表 明 ， 温 度 升 高 至
40-43℃，可导致肿瘤细胞凋亡，因
此临床上有“热疗”。但是热疗是通
过特殊仪器使体内的癌灶达到并维持
某个特定的温度，才能得以杀死癌细
胞，而温泉只能通过体外的温度传
导，并不能达到热疗机器的效果。

温泉的温热作用可以促进血液循
环、加速新陈代谢，松弛肌肉、缓解
疼痛，改善疲乏感。尤其对于遇冷加
重的关节炎、慢性劳损等症状，缓解
作用十分明显。

并且，天然温泉中往往含有硫
磺、氯化物等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对

改善皮肤状态有好处，甚至可以治疗
某些皮肤病。

另外，泡温泉也是一种放松的方
式，可以舒缓情绪，让人身心愉悦。

“从这个角度来说，泡温泉是适合肿
瘤患者的，而且对于化疗后导致的某
些特殊并发症，温泉确实有治疗作
用，如奥沙利铂导致的外周神经毒
性，有遇冷加重的特点，温泉的温热
作用可以缓解症状。”李灵常副主任
中医师说。

是不是所有的肿瘤患者都适合泡
温泉呢？答案是因人而异。李灵常副
主任中医师提醒，对于体质较好、处
于恢复期的、皮肤没有伤口、破溃的
患者可以泡温泉。但也要注意，以下
几种情况不适合泡温泉：

1.体质差的患者不适宜泡温泉。
泡温泉时新陈代谢增加，血液循环加
速，身体消耗大，因此体质差，如刚
做完手术、放化疗后反应较大的患者
不建议泡温泉。

2.合并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不宜泡温泉。泡温泉时血管扩张，心
脏耗氧量增加，但出水时温度骤然下
降，冷热交替剧烈，血管收缩容易诱
发脑血管意外、心肌缺血等。

3.泡温泉时不宜空腹及饱腹。泡
温泉时能量消耗大，空腹可能出现低
血糖，过饱则会出现胃部不适。泡温
泉后要适当补充水分和能量，否则可
能出现虚脱。

来源：光明网

肿瘤患者泡温泉到底好不好

柿子树栽培

选地建柿园。挑选土层深沉、
土壤肥沃疏松、地下水位较低的背
风向阴地为宜。

挖穴施基肥。适应山势开成水
平梯台，应筑成前埂后沟、反歪斜
台面或“鱼鳞坑”式的山园。按行
株距 6×5.5 米，每亩 20 株或 50 株
(密植)栽植。定植穴的穴面宽、底宽
深应分别达到 1 米、0.8 米和 0.6 米，
先经风化，再往植穴回填杂草、表土
至多半满，一起回填适当数量的有
机肥作基肥，穴道高台面20厘米。栽
培时每穴撒施1.5公斤钙镁磷肥，以
提高定植质量和生长。

栽植适合期。柿子树栽植最适
合时期为秋季落叶后及春季萌芽
前，一般不超过雨水节气。

柿子园管理

增肥改土。柿子树属深根性树
种，应扩穴改土增施肥料才能树势
壮旺。投产柿树在冬天要扩穴改
土，穴长15米、宽0.4米、深0.4～
0.5 米。回填表土时，株施土杂肥
50～100 公斤或猪牛粪干 50 公斤或
蘑菇土 50～100 公斤或 15 公斤钙镁
磷肥等，与表土混匀后填入基层，
穴面用园内表土填平，也可深翻改
土即有机肥撒施在树冠滴水线处，

然后在须根际处深翻20厘米。高产
量的柿树，每亩应施足含氮肥 6.5
公斤、磷肥 2.5 公斤和钾肥 0.6 公
斤。

修剪枝条。树冠巨大或枝条穿
插阴蔽的成年投产树，要在冬天落
叶后进行适度回缩修剪，采用短剪
为主，疏缩结合方法，剪去密生枝、
穿插枝、徒长枝和病枯枝，促进枝条
散布合理，剪成合理树势。

冬季清园。柿树的病虫种类多，冬
季清洁柿树园是防治的有效时期。柿
树角斑病、圆斑病、炭疽病等，冬季都
在落叶、枯枝等病残组织上越冬，应把
树上残留的叶子，落叶，集中烧毁，可
减轻来年的发病；柿蒂虫等害虫，在
柿树老皮、翘皮，被害幼果中越冬，
应刮掉老皮、翘皮、摘除挂在柿树上
的虫果，集中烧毁可消灭当年的柿蒂
虫蛹、幼虫，减轻来年的危害，确保
柿树健壮生长，提高果品质量。在冬
天落叶至春季发芽前应喷布95%机油
乳剂(蚧螨灵)150倍或波美5度石硫合
剂加以防治。

来源：农业科技报

柿子树冬季管理技术

1月20日，合肥市翡翠学校
教师为孩子们盛腊八粥。

当日是农历腊八，安徽省
合肥市翡翠学校举办主题活动

让孩子们了解腊八节的相关民
俗知识，品味腊八粥，感受中
国传统文化。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 摄

品味民俗过腊八

年关将至，一些辛苦打拼了
一年的农民工又走上艰难讨薪
路。在拖欠工资案件多发的建筑
行业，还出现了一种“尾款欠
薪”怪象。

何为“尾款欠薪”？即在工
程项目施工期间，农民工工资大
多能按时支付，但项目一旦进入
尾声或已经竣工，农民工最后一
笔工资却因各种理由被拖延发
放。被拖欠的工资，“老板们”
要么硬拖不给，要么如“挤牙
膏”般一点一点发。

在建筑行业，“能拖就拖”
“来年再给”早就成为一些人拖
欠农民工工资的惯用招数。之所
以如此，原因主要包括两点：

首 先 是 垫 资 施 工 “ 潜 规
则”。承包商、分包公司垫资施
工已成为建筑行业最常见的开发
手段，劳务分包公司大多会预先
垫付农民工工资。但正是由于层

层垫资、层层赊账，工程款与农民
工工资混为一谈，项目进入尾声
则工程款纠纷爆发，“一旦上头打
架，下头即刻遭殃”，处于关系链
条末端的农民工成为“牺牲品”。

其次是欠薪不敢告老乡。
“亲戚带亲戚，老乡带老乡”，老
乡、熟人这层关系网是农民工在
城市中生存的重要资源。对于就
业渠道有限的农民工来说，只要
老乡、熟人能带着他们干活，工
资被拖欠一些也不敢说啥，有苦
只能往肚子里咽。

近年来，国家在农民工工资
清欠治理工作上不断“加码”，
并已取得明显成效。但“尾款欠
薪”现象警示，根治欠薪痼疾，
须依法加强源头治理，督促建设
单位对农民工工资与其他工程款
分账管理、分账拨付，发现问题
严肃查处。

来源：新华网

“尾款欠薪”怪象，要治！

秋 冬 时 节 ， 天 气 阴 晴 不
定，温度变化大，孩子的身体
调 节 温 度 感 受 功 能 反 应 不 过
来，就很容易被外邪入侵，容
易着凉感冒。特别是有些孩子
会突然发热——发烧温度不太
高，但这种低烧会延绵数日不
退，孩子还会有嗓子疼、小便
短和赤黄、自汗盗汗等症状，
但通常不会畏寒怕冷。

孩子这种情况，如果家长
误判为热气上火，用寒凉的清
热 解 毒 药 ， 反 而 会 让 孩 子 更
虚。凉茶甚至会“冻结”体内
局 部 阴 津 ， 使 孩 子 看 起 来 更

“燥”，是万万使不得的。这种
情况下的发热，就需要给孩子
补充津液，可以给孩子喝乌梅
冰糖饮。

乌梅冰糖饮：材料：乌梅

1~2枚，冰糖适量。做法：乌梅
下锅，加约4碗水，大火煮15分
钟即可加糖调味，分次服用。
功效：生津滋阴，消积健脾。
适用年龄：2岁以上对证、少量
多次分服。蚕豆病也可服。

如果宝宝的上火是虚实夹
杂，也就是既阴津亏损又有积
滞实热的情况，帮宝宝退烧，
也可以在乌梅冰糖饮中加入 3g
山楂、1g陈皮、3g甘草。

中医认为，甘酸是可以化
阴的。孩子这种阴津匮乏引起
的温病虚热，比起退烧药，成
本不到3元钱的乌梅方，是更安
全的选择。需要注意，如果孩
子明显有喉咙充血、口腔溃烂
等症状，就不适合用乌梅冰糖
饮。

来源：光明网

孩子低烧巧用乌梅

图 片 新 闻

近日，在长沙市天心区金盆岭街道夏家冲社区，老年人在
课上学习如何关注微信公众号。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金盆
岭街道的夏家冲社区采取“老年人点单，志愿者送课”的方
式，邀请志愿者为有需要的老年人开展智能手机使用培训，普
及智能手机知识和常用功能，深受老年人欢迎。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 摄

1月20日0时2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
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通一号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
轨道，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中国航天发射迎来 2021 年开门
红。 新华社发 郭文彬 摄

农业实用技术培训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