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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出生缺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长春即将开启免费产前筛查
在孕妇妊娠 15-21 周时，
实施预防出生缺陷产前筛查，
是降低出生人口缺陷、 提高出
生人口素质的重要措施。 6 月
13 日， 长春市卫生计生委、长
春市财政局召开了全市免费开
展预防出生缺陷产前筛查工作
启动大会， 长春市将启动免费
开展预防出生缺陷产前筛查工
作。
免费筛查人群是： 夫妻双
方是长春市户籍 （或至少一方
是），或在长春市居住取得暂住
证等 其 他 居 住 证 明 的 外 来 人
口 ， 年 龄 小 于 35 周 岁 ， 孕
15-21 周的孕妇。

筛查项目为： 唐氏综合征
（21- 三体综合征）、18- 三体
综合征、开放性神经管缺陷。
具体方法为： 符合筛查条
件的孕妇在居住地辖区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 乡镇卫生院建立
《孕产妇保健手册（母子健康手
册）》，获得《免费产前筛查卡》。
持“卡”的孕妇可在其进行孕期
保健的助产机构内采血， 由助
产机构送至有资质医疗保健机
构进行检测。 也可持卡自愿选
择到任意一家有资质的医疗保
健机构进行免费的中孕期血清
学产前筛查。 长春市有资质的
筛查机构有：吉大一院、吉大二

凤凰社区开展系列活动
6 月 12 日， 端午佳节到来
之际， 长春市凤凰社区携手共
驻共建单位举办了“浓情端午
与爱同行” 为主题的端午节系
列活动。
活动中，社区居民与共建单
位齐动手，大家劲头十足，双手
轻卷芦苇叶，舀上米，加上几颗
红枣， 左缠右绕， 再把绳子系
紧，糯米、大枣、粽叶在心 灵手
巧的社区志愿者手中翻转飞
舞，在欢声笑语中，馨香四溢的
粽子就包成了, 一个个爱心粽
子，传递了浓浓社区情。

院、吉林省妇幼保健院、长春市
妇产医院、 长春市妇幼保健计
划生育服务中心。
为方便孕妇进行免费产前
筛查，公布市、各县（市）区妇幼
保健机构免费产前筛查咨询服
务电话：
长春市妇幼保 健计 划 生
育服务中心（长春市免费产前
筛查办公室）
咨
询
电
话
：
0431-82730671
手机：15044076828
各县（市）区、开发区妇幼保健
机构联系电话：
朝阳区：81307742

南关区：88733174
绿园区：87974466-8506
宽城区：86033810
二道区：86782707
双阳区：84260182
九台区：13080049090
经开区：846937989
长春新区：82536551
汽车区：85771250
净月区：84515707
莲花山区：89651369
榆树市：81996819
德惠市：87009071
农安县：15543629358
/ 记者 刘施晶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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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粽子、挂艾蒿、现压
冷面、绑五彩绳……”在中
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到来之
际，吉林公安边防总队通化
支队凉水边防派出所官兵
带着节日礼品深入驻地朝
鲜族村屯，与朝鲜族老人们

一起学唱朝鲜族民谣，欢声
笑语包起粽子。 用温馨和关
爱陪伴朝鲜族空巢“阿玛
尼” 度过了祥和喜庆的一
天。
/ 徐磊 付新明 记者 王
耀辉 报道 边防供图

活动 内 容 包 括 9:00—15:
00 免费开放、免费讲解、免费向
中考考生赠送“金榜题名祝福
粽”， 专题民俗讲座介绍端午节
的由来和习俗，举办公益的集体
成人礼仪式。 市民、游客届时可
到长春文庙参观传统建筑和特
色展览，参与公益文化活动，共
度佳节。 / 记者 刘佳雪 报道

本报特别为城市晚报小记者开设专栏，让大家将学校的见闻以及平时生活中的趣事写成文章，激发大家的写作热情 ，定期
我们 还 会对 小记者进 行培 训 ，让大 家从 社会 实 践和 学习 方面 都 得到 全面 的提 升 ，2018 年度 ，继 续 面 向 全 省 中 小 学 生招 募 城 晚
小记者，欢迎你们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

题目：《小熊找水》
作者：城市晚报小记者 杨黛希 （长春市明德路小学二年二班）
个很大很大的湖边， 说：“你看
河水就是从这流出来的。 ”“不
过湖水有一天也会干枯的不是
吗？”小熊说。这时小鹿想了想，
也不笑了， 也和小熊一起哭了
起来，这时山羊从这里路过，说
“你们哭什么？ 怎么了？ ”小熊
说：“湖水总有一天会干枯，到
时候我们不就没有水喝了吗？”
山羊哈哈大笑起来， 说：“天上
不是会下雨吗？ 雨水落到湖水
中，湖水不就又多了吗？怎么会

没水呢，哈哈哈。 ”大家又笑了
起来。小熊又想起什么了，又哭
了起来， 说：“雨不是也有一天
会下完的吗？ 到时候咱们又没
有水了……” 山羊把胡子一撅
不笑了，狐狸走过来，听到它们
说的话，笑得前仰后合，它扑通
一声跳进湖里，又爬到岸上，笑
着对大家说：“你们看刚刚我浑
身湿透了，现在却干了，怎么回
事呢？”“让风吹干了，让太阳晒
干了呗。”“这话不错，可是我身

上的水哪里去了呢。 ”
大家谁都答不上来。 狐狸
说，“变成水气升到天上去了，
水气变成云， 当积累到一定时
间的时候，就会变成雨，这样湖
水不就又多了起来嘛，还有，我
们也一定要爱护环境， 保护我
们的水源，这样，我们才能永远
都有水喝呀。”“对对，原来是这
样呀，那我们一定要爱护环境。
我们就有水喝了。”大家开心地
笑了。

招募小记者 好作品继续征集
对于爱写作的同学来说，
一定要成为城市晚报小记者，
我们可以带领大家去进行更
多 新的 尝试 ，同时 ，我 们 继 续
面向中小学生开始征稿，充分
挖掘孩子们的才能与潜能，包
括作 文 、诗词 、书 画 及 摄 影 作

世界杯时差很难熬？ 工作繁
忙忘掉了当天赛程？ 都不要紧！
为了 便于 球迷 们及 时了解 世界
杯赛事，25 路车队工作人员在公
交车 内设 置 世界 杯 信 息 板 —
——
世界杯 每天 的比 赛 分组 和赛 程
安排等， 随时更新比赛结果，对
球迷 乘客 来说 是一 个很好 的看
球指南。 据悉，该信息板放置在
公交车前方，乘客上车后一目了
然 ， 受到 了很 多球 迷 市民 的追
捧。 / 记者 刘佳雪 报道

火灾现场一男子突然抽搐
消防官兵迅速对其
进行心脏复苏

通化边防民警与朝鲜族阿玛尼欢度节日

城晚小记者写作真棒 欢迎积极投稿！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小
熊在小河边饱饱地喝了一顿，不
过在回家的路上，它想小河的水
总有一天会流干的，或者被喝干
的， 到时候我不就没水喝了吗?
小熊一着急就哇哇大哭起来。
小鹿看见了问：“小熊，你
哭什么呀？”小熊说：“河水总有
一天会被喝光或者干枯的，到
时候我不就没有水喝了吗？”小
鹿笑了，说：“走，我带你去看看
吧。”说着就带着小熊来到了一

世界杯赛程安排
亮相公交车

粽飘香暖边疆

在凤凰社区党总支书记李
娜的带领下， 社区工作人员将
煮好的爱心粽子挨家挨户地送
到老党员、社区孤寡老人、空巢
老人和困难家庭的手中， 并详
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
中遇到的困难， 叮嘱他们遇到
困难及时与社区联系。
此次慰问活动， 使辖区老
党员、 残疾人及空巢老人感受
到了党和政府的关爱以及社区
大家庭的温暖， 也增强了社区
的凝聚力。
/ 记者 陈鑫源 报道

长春文庙将举办公益文化活动
端午节又称五月节、 龙舟
节，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
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划龙舟、
吃粽子、 放风筝等习俗活动流
传至今。 为了迎接端午节的到
来， 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 长春市文庙博物馆
将于端午节当天（6 月 18 日）上
午举办公益文化活动。

>>

品的征集，只要你有好作品就
可以来投稿。
参赛对象：幼儿园、小、初、
高中学生，年龄在 4-18 周岁。
活动主题： 以热爱生活、
赞美生活，感恩父母、老师，热
爱家乡、赞美家乡为主题。

征集要求： 要求优美生
动、形式多样，题材不限；文章
字数限定 1000 字以内， 书画
作品、 摄影作品要求清晰，须
为原创作品；作品标注：题目、
指导老师 、姓名 、学校 、班级 、
电话。

投
稿
邮
箱
：
420904306@qq.com。 （作 品
经过筛选后， 会与作者进行沟
通。 ）
报名城晚小记者及咨询
电话、微信：18088681020。
/ 记者 王秋月 报道

6 月 12 日上午 8 点 18 分，
辽源向阳二酒厂对面一处饭 店
发生火灾，辽源市消防支队经开
大队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 进行
扑救，而就在消防战士冒险拽出
一个着火的煤气罐时，意想不到
的事情发生了……
当时一名在现场围观的 30
多岁男子突然倒地，双腿抽搐不
止，脸色苍白，呼吸微弱，脉搏触
摸不到，已失去意识。 危急时刻，
正在附近执行供水任务的 特勤
中队四班班长王晋胜和战友 立
刻跑到其身边，受过创伤急救培
训的王晋胜迅速对男子进 行了
心肺复苏。
“一、二、三……”大 家都 屏
住呼吸数着拍子，做到第二十个
按压，男子终于长长地缓过一口
气睁开了眼睛，围观群众立刻爆
发出喝彩声和掌声。
记者从经开大队了解到，战
士王晋胜今年 23 岁，入伍四年，
已多次获得嘉奖， 就在去 年冬
天，还在刺骨的河水中救起一名
落水女子。
/ 记者 吕闯 报道 消防供图

雨天鞋湿了穿着不舒服
13 路驾驶员杨晓红
为乘客准备了
“
鞋套”
“从前阴天下雨， 小杨这里
有雨伞、伞套机，现在还多了鞋
套机，以后在雨天能坐上小杨的
车多幸运呀。”常年乘坐 13 路公
交车的长春市民赵大爷这样说
道。“倦了有花篮、 冷了有‘暖
宝’，手机没电还有充电宝，小杨
的车上真是应有尽有。 ”
看到车上的鞋套机后，同车
的乘客刘先生也表示：“从前出
差时在宾馆见过，今天居然在公
交车上看到了，还挺意外的。 ”
在车上放置鞋套机，是“多
此一举”，还是“别有用心”？
13 路公交车驾驶员杨晓红
给出的回答是这样的：“我在跑
‘马拉松’时，鞋子湿透了，特别
不舒服，就想有个鞋套。 后来我
又想到，在雨天乘客们一上车就
开始擦鞋，下车时也是踮着脚走
路，他们要是有个鞋套就能方便
很多，于是我就上网买了它。 希
望它能给乘客们带来更大的方
便吧。 ”/ 记者盖卓威 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