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11-20

周二

科教

14

责编

／

杨 威

设计

／

安旭红 校对

／

李 娜

误解求证

贯彻十八大精神

特别策划

做

好

这

件

事

北

京

更

美

丽

校园书声琅琅

5

本报讯（记者张航）

记者近日调

查发现， 大学生早起晨读的现象远

未有中小学生那般普遍。对此，有大

学教授呼吁： 大学校园也应有琅琅

书声。

连日， 记者在清晨7点至9点

分别走访了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

大学等多所高校。在北大，走进二

教、三教等教学楼，上课前的教室

基本听不到诵读的声音， 只有匆

匆奔走寻找自己教室的学生。不

少北大学生告诉记者， 未名湖区

和静园是不少晨读者爱去的地

方，记者在未名湖绕湖两周，只见

到个别学生一边做着早操， 一边

听着英语广播， 间或跟着念上几

句。在静园草坪，晨读者也仅三四

人，大多是在读英语。

在人民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等高校， 记者也没看见学生集中

晨读的情况。 大学生为何不爱晨

读？北大学生小程告诉记者，大学

生有不同的专业方向， 只有少数

中文、外语类专业要求学生多读多

背， 而大多数专业都是要求学生

查询资料、开展实验室科研等，对

诵读几乎没有要求。 也有不少大

学生坦言， 大学没有中小学那样

强的约束力，自主程度很高，读书

全凭自觉，“尤其现在冬天冷了，

都想睡懒觉，谁起大早去晨读？”

大学校园是否也应有像中小

学那样的琅琅书声？ 昨天记者采

访了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多位

中文、 外语系教授。 教授们一致认

为， 现在大学生晨读的习惯已经远

不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应该加强。

“可能他们接触的知识更多了，同样

诱惑也更多了。”北大中文系教授漆

永祥说， 他认为大学生在满足自身

专业学习的基础上， 应该尽可能地

多读一些经典名篇， 这对提升人文

素养终身有益，“不用多，读精了，一

本就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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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园谁起大早去晨读

大学教授说 读书提升人文素养终身受益

本报讯（记者贾晓宏）

日常生

活中，皮肤上长个包、割个口很常

见。但医生提醒，小伤口如果处理

不当， 也有可能导致大问题甚至

会有致命的伤害。

近日，一位四川17岁男孩的

惨痛经历正说明了这一点。 这名

男孩就因为穿新鞋磨破了脚，没

当回事，结果，伤口感染后引发多

器官衰竭， 经过5个小时的手术

才转危为安。医生从他肺、肝、脾、

肾等重要脏器和血液中， 都发现

了被称为超级病菌的“金黄色葡

萄球菌”。

小伤口会有多大的杀伤力？

今天上午， 记者带着这样的疑惑

采访了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感染

管理办公室主任、 皮肤科主任医

师姚志远。姚大夫说：这个男孩的

情况比较罕见， 但是门诊中也确

实经常会遇到一些不在意小伤口

而引发大问题的患者。 他特别提

醒市民，要注意预防伤口感染，糖

尿病人更要提高警惕。

姚志远说， 外伤造成的小伤

口，如果不太深，且没有被污染，

在家里用碘酒消毒后贴个创可贴

也没问题。但是，如果被生锈、污

染过的物品割伤后， 最好到医院

进行处理， 否则有可能引发破伤

风或气性坏疽。 如果伤口被真菌

感染，会导致局部红肿糜烂，严重

的会持续数年不能好转。 除了这

些看得见的伤口， 还有一些看不

见的伤口也不容小视。“脚气是生

活中很常见的皮肤病， 它能在皮

肤上形成肉眼看不到的伤口，破

坏皮肤屏障。”姚主任说，一旦细

菌通过脚气导致的小伤口进入体

内，就可能引发“丹毒”，症状表现

为脚背红肿或者小腿红肿； 有人

有挖耳朵、抠鼻子的习惯，难免会

弄破鼻腔或耳道的皮肤黏膜，细

菌通过伤口进入局部软组织也会

造成面部“丹毒”，“脸都肿起来了

才知道不好的习惯是病根。”

糖尿病人的伤口相对来说不易

愈合、容易扩大。因此，糖友一旦出现

小伤口更要格外注意。姚志远提醒糖

尿病患者要及时给伤口消毒，一旦伤

口出现感染，要尽早到医院诊治。

北京朝阳医院皮肤科副主任

医师刘方说，皮肤受伤后，每个人的

愈合周期都差不多，大概一周即可

愈合。但是皮肤伤口感染后，身体免

疫力低下的人可能会长时间不愈

合，甚至会出现溃烂。刘方提醒，如

果伤口在7天后仍出现红肿刺痛等

症状，就要考虑是否伤口已被病原

菌感染，应尽快到医院就诊。

北京儿童医院急诊外科副主

任医师刘婷婷说，儿童的小伤口如

果比较深需要缝合， 最好在6小时

内到医院进行处理， 她特别提醒，

家长最好带孩子到设有儿童外科

的医院就诊，以免跑冤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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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伤口不碍事？错！

四川一男孩因新鞋磨破脚差点要了命

本报讯（记者蔡文清）

第十二届

“明天小小科学家”终评揭晓，北京

101中学的闫钇岑、 华南师范大学

附属中学的余欣航、 辽阳石油化纤

公司高级中学的刘子铭3名同学赢

得本届活动最高奖，被授予“明天小

小科学家”称号，同时每人获得5万

人民币的奖学金。 活动同时评选出

一等奖12人，二等奖35人，三等奖

50人。

闫钇岑的参赛题目是《蚯蚓洗

涤液防治月季灰霉病的初步机理研

究》，她告诉记者，月季灰霉病是一

种世界性的严重病害， 影响月季的

生长和品质， 但目前普遍采用的化

学防治法易使灰霉菌产生抗药性并

导致环境污染，她发现，蚯蚓的真体

腔和背孔会分泌大量液体， 这种液

体经水洗涤后形成一种溶液，“我将

它称为‘蚯蚓洗涤液’”,�闫钇岑说，

她用蚯蚓洗涤液原液分别进行实验

室平板和喷洒月季植株的抑菌实

验， 抑菌效果明显，“其后我用透析

法将蚯蚓洗涤液分离成大分子和小

分子两大类物质， 发现只有小分子

物质具有明显的抑菌作用。”

据介绍，“明天小小科学家”奖

励活动是目前全国最高规格的青

少年科技创新人才选拔和培养活

动之一，由教育部、中国科协、香港

周凯旋基金会于 2000年共同创

立，每年举办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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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科学家”

“蚯蚓洗涤液”

能防治

月季灰霉病

本报讯（实习记者王妍）

每天

早上，走进东城区特殊教育学校，

所有班级中都会传出琅琅的读书

声。虽然发音不够标准，但孩子们

仍认真地诵读着， 每一个字每一

组词， 都被他们在打着手语的同

时大声念出来。聋而不哑，这正是

学校一直努力追求的， 为了让学

生以后能顺利融入社会， 学校要

求聋生从进校第一天起， 就要开

口说话。

东城区特殊教育学校于

2002年7月由原北京市第一聋人

学校和东城培智中心学校合并

而成，主要面向市区、兼顾招收

全国听障和智障学生。现有学生

两百余人， 年龄从4岁到18岁不

等， 分别在聋部和智障部学习。

在办学实践中，学校提出了“有

爱无碍、教育康复、和谐发展”的

办学理念。尤其是“有爱无碍”这

一理念，在要求聋生开口说话这

方面，尤为突出。

据介绍， 从刚入学开始，聋

部的老师们就要求每一个学生

在打手语的同时开口说话，“这对

他们来说很难， 因为听力受损或

缺失很影响他们说话的能力。”但

老师通过以音带词、 辨识图片等

各种方法让学生发声， 即使最初

回应老师的只是一声声的“啊”。

但时间长了，“啊”变成单词，再一

点点形成长句，现在，学校聋部的

每个学生基本都能做到伴着手语

开口说话，即使发音不算清楚，但

还是能做到有口型、有声音。

聋部启音班的赵阳4岁进入

学校，最初总用手语表达，班主任

梁老师就一点点教， 从气声到

“啊”，从单词到长句，两年过去，小

赵阳已经变成了一个爱说话的学

生，“遇到她感兴趣的话题，甚至还

会主动找你说。”梁老师表示。

在教学生张口发声时，老师们

也付出了很多。在聋部二年级的班

会课上，记者注意到邢老师语速一

直较慢，声音却很洪亮，一边打着

手语一边通过声音和学生交流。当

老师提出问题， 学生用手语回答

时，邢老师会特意再问一遍，并告

诉学生要说出来，有时候一个问题

要重复上三四遍，可是邢老师却一

直坚持，直到听到学生的声音。

聋而不哑，为了学生进入社会

时减少和普通人沟通的障碍，这也

符合学校的“为残障学生一生成长

和生活奠基”的办学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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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特色校

有爱无碍 让聋生开口说话

本报讯（记者魏婧）

今日上午，

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

商务印书馆、中国网络电视台联合

主办的“汉语盘点2012”，在商务

印书馆举行启动仪式。未来的几个

月内，将通过网友推荐、专家评点

和网络投票三个阶段，选出今年的

国内与国际字词。此外，国家语

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还将发布

十大“年度流行词语”、“年度新词

语”及“年度网络用语”。

“汉语盘点”活动旨在用一个

字、一个词概括过去的一年，描述

人们心中的中国与世界。自2006

年起每年一届，至今已是第7届。从

2006年的“炒”，到2007年的“涨”、

2008年的“和”， 再到2011年的

“控”以及“给力”、“犀利哥”、“淘宝

体”、“撑腰体”、“Hold住”……越来

越多源于草根、源于网络的字词进

入专家视野、官方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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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盘点2012”启动

本报讯（记者贾晓宏）

癌症已经

成为北京市民的“头号杀手”。癌症

会盯上一家人吗？ 癌症会遗传吗？

309医院的专家今天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特别提醒癌症患者的家人：要

定期体检。

“家族癌”并不是新鲜事。2003

年9月， 梅艳芳曾公开自己与姐姐

梅爱芳一样罹患子宫颈癌； 声名显

赫的拿破仑家族多人死于胃癌，其

中包括拿破仑的祖父、父亲、一个兄

弟、 两个姐妹以及拿破仑本人……

309医院核医学科主任何宝明说，

癌症是否会遗传“很难简单地下结

论”，但大量医疗研究表明，遗传因

素在癌症的发生过程中确实起一定

的作用。有癌症家族史的人，一方面

要避免不必要的恐慌， 同时也要注

意防癌，争取做到早期发现、早期诊

断和早期治疗。 只要在早期采取正

确诊疗措施， 大多数的癌症病人都

是可以长期存活或治愈的。

何宝明建议， 肿瘤高危人群最

好能每年进行一次体检， 包括有针

对性的肿瘤标志物等生化检查、B超

检查等。派特CT与常规检查相比能

早1年左右发现肿瘤，可以两年做一

次。309医院肿瘤放疗科主任李月敏

说， 癌症患者一旦确诊， 要正确应

对， 目前肿瘤治疗已经逐渐进入了

综合治疗的时代， 可大幅度地提高

治愈率，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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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患子女最好定期体检

本报讯

国内玉雕界最高奖“天

工奖”的获奖作品“报（豹）平安”等

一批玉雕精品， 从即日起将在西单

北京天安天地珠宝艺术汇展出。

据介绍，获得2011年度“天工

奖”的玉雕“报（豹）平安”，由国家级

玉雕大师王俊懿创作而成。 他曾两

次获得业内最高奖“天工奖” 的金

奖， 也成为该奖项最年轻的金奖获

得者和玉石界最前沿的翡翠艺术

家。此次在“天俊懿品”天安店亮相

的翡翠工艺品是王俊懿过去十年的

创作精品， 展览还特别展示了王俊

懿今年参加“天工奖”评选的玉雕作

品“五福灵芝”以及代表作“一叶如

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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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雕最高奖获奖作品展出

发现蚯蚓

大作用

101

中

学 获 奖 者

闫钇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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