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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早晨， 沅江三中学生在新建成的体育场进行晨跑。 熊程 摄

12月13日，益阳市沅江三中新建
的塑胶跑道体育场通过验收正式投
入使用。 该体育场总面积达16000多
平方米， 包括一个人造草皮标准足球
场，8条塑胶跑道以及一个单侧看台，
建设总投入达500万元， 这片体育场
几个月前还只是一片煤渣体育场。省
体育场馆协会副主席张志斌介绍，该
体育场硬件条件在全省中学中堪称
一流，在农村中学更是绝无仅有。

沅江三中位于沅江市黄茅洲镇，
从沅江市驾车往北， 一个半小时车
程，需经过几段不能会车的狭窄乡间
道路才能到达。由于交通不便，该校
虽然在2010年被评为省示范中学，
但在很多人印象中，仍是一所典型的
农村高中中学。

一个农村中学，为何要投入500万
元修建一个漂亮气派的体育场？ 校长
谭恩旭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谈起了学
校“低进高出”的办学目标。谈到这个
“低”，谭校长有些无奈，由于种种客观
原因，沅江三中的办学难处不少，首先
是生源，沅江的初中毕业生，一般要经
过长沙、 益阳重点高中以及沅江一中
的3道筛选，才会选择沅江三中。加上
优秀教师难留、交通不便，学校2600多
名学生，90%的学生来自沅江北部的农
村。而“高”，就是要让低分学生变成
综合素质高的学生。

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教学只能因地
制宜，因材施教。在谭恩旭的办学方略
中，“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一
直是学校坚持的方向， 而体育锻炼、健
康教育的落实， 能使学生树立自信，充
满激情，有效提高学习效率。谭恩旭介
绍，践行“阳光体育”和学校的办学方略
是一致的，每个班级的体育课一定保证
“开齐开足”， 高三更不例外。“不能让
‘阳光体育’ 成为一句口号！” 去年9月
起，全校开始坚持晨跑，以班级为方块，
班主任以身作则带队。除了特别恶劣的
天气，每个班都必须在早上6时50分开
始， 在操场进行2000米的晨跑。 晨练
中，每个班都有自己的口号，操场上喊
声此起彼伏， 成为学校一道靓丽的风
景，学生从锻炼中“跑”出了青春朝气。
之前，学校上午的课间跑步活动更是坚
持了多年，要求每人跑800米。

在我省的中小学， 体育场地严重
缺失，制约了“阳光体育”的开展。教育
部要求中小学活动场地达到人均1平
方米，根据2012年的数据，长沙市不到
0.6平方米， 我省其他地区更低。 沅江
三中“迎难而上”，还建设了6片露天篮
球场和一个室内篮球馆， 这些都得到
了沅江市教育局的大力支持。

正是坚持自己的特色办学理念，
沅江三中培养出了省柔道队教练熊
建宏等全国冠军，每年为高校输入多
名体育特长生，而学校的高考本科上
线率连续4年超过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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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2名婴儿接种疫
苗死亡，一名患儿病情好转

12月16日，省疾控中心通报，
2013年11月下旬和12月上旬，常
德、衡阳两市相继报告了3名男婴
接种乙肝疫苗后发生疑似预防接
种异常反应，3例病例分别为常德
市的汉寿县1例， 衡阳市的常宁
市、衡山县各1例。

汉寿县患儿，2013年10月17
日出生，11月25日接种第2剂乙肝
疫苗，同时注射维生素K1，约2小
时后开始出现嘴唇、 脸面发紫等
症状， 随后病情加重。 经积极救
治，病情好转，已于12月12日从重
症监护病房转普通病房治疗。目
前， 省卫生厅已组织湘雅医院儿
科、 感染科和省疾控中心等专家
赴常德现场指导，促其早日康复。

衡山县患儿，2013年11月4日
出生，12月4日接种第2剂乙肝疫
苗，12月6日死亡。 常宁市患儿，
2013年4月3日出生，12月8日接种
第3剂乙肝疫苗和1剂流感疫苗，
12月9日死亡。

省疾控中心副主任高立冬介
绍，经协调，家属已经同意进行死
因鉴定，衡山、常宁2例死亡病例
已送相关专业机构进行尸检。据
悉，尸检预计需要1个月时间。

调查 ： 疫 苗 储 存 运
输、接种操作无违规

12月12日起，省卫生厅、省疾
控中心先后派出3批疾控、 临床专
家赴现场调查，调查内容包括病例
疫苗接种、 发病和救治等相关信
息，疫苗来源、储存运输、冷链温度
监测、疫苗出入库登记，接种单位
及接种人员资质、 接种操作过程
等。

目前，现场调查显示，3例病例
发生地疾控机构、乡镇卫生院疫苗
储存运输符合《疫苗储存和运输管
理规范》相关规定要求。接种单位
均具备县级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
《预防接种单位合格证》，接种人员
均具有预防接种资质，接种操作过
程符合《预防接种工作规范》相关
要求。

高立冬表示，由于造成预防接
种异常反应的因素非常复杂，按照
相关程序，将组织预防接种异常反
应调查诊断专家组结合临床资料、
尸检结果、疫苗和相关药品检测鉴
定结果等进行综合研判， 对3例病
例作出相关诊断。

措施： 叫停涉事疫苗20
余万支，紧急调拨其他厂家
疫苗

经核实，3例病例接种的乙肝疫苗
生产厂家为深圳康泰生物制品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深圳康泰），其中，常宁
市、衡山县批号C201207090，有效期
至2015年7月24日， 汉寿县批号为
C201207088， 有效期至2015年7月18
日。另外，常宁市病例同时接种的流感
疫苗为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批
号为201307040； 汉寿县病例注射的
维生素K1为国药集团蓉生制药生产，
批号为13040142。

虽然上述疫苗、 药品与发病或死
亡是否存在关联正在调查中， 为确保
疫苗使用安全， 最大限度降低可能存
在的风险， 省卫生厅已通知相关机构
暂停使用深圳康泰2个涉事批次的乙
肝疫苗。 据悉， 此2个批号疫苗合计
311076支， 于2013年9月中旬分发到
衡阳、郴州、常德、自治州、益阳、张家
界、永州等市州，已使用108654支，尚
有库存202422支。为确保上述7个市州
乙肝疫苗常规接种工作的正常开展，
省卫生厅已于12日开始从其他厂家紧
急调拨了16.8万支乙肝疫苗，并及时分
发至相关市州。

据省疾控中心实时监控的网络直
报专网显示，截至12月16日8时，除上
述3例病例外，未接到其它乙肝疫苗疑
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病例报告。

误区：因噎废食，一些家
长恐慌拒绝疫苗

疫苗不良反应事件一定程度上造
成公众恐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些
家长觉得“疫苗能不打就不打”、有人
认为“不打也健康”，甚至有人表示“打
了疫苗也没有用”。

高立冬表示， 预防接种是各国预
防控制传染病最主要的手段。 通过预
防接种，全球成功消灭了天花，脊髓灰
质炎（脊灰）的发病率下降了99%。

资料表明，我国自1978年开始实
施免疫规划以来， 通过普及儿童免疫
接种，减少麻疹、百日咳、白喉、脊髓灰
质炎、结核、破伤风等发病3亿多人，
减少死亡400万人。2000年，我国实现
了无脊髓灰质炎。 实施乙肝疫苗接种
后， 全国人群乙肝病毒表面抗原携带
率从1992年的9.75%降至2006年的
7.18%，5岁以下人群已降到1%以下，
因接种疫苗减少乙肝病毒感染者
3000多万人。乙脑、流脑等发病人数
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在应对2009年新
甲型H1N1流感过程中， 接种疫苗也
成为重要的防控手段。

专家表示， 预防接种主要是针对
易感者， 旨在提高个体免疫水平的同

时，提高整个人群的免疫水平，有助
于群体免疫屏障的形成。当疫苗接种
率达到一定水平时，即使有传染源侵
入， 由于大部分易感者接种了疫苗，
得到了免疫保护，人与人之间传播的
机会就会大大减少，减少了传染病扩
散和蔓延的可能性。如果人们因为误
解选择不接种疫苗，很可能造成传染
病大规模流行的严重后果。

释疑： 预防接种安全，
异常反应概率很低

疫苗到底安不安全呢？高立冬介
绍， 免疫规划的对象是健康人群，其
安全性历来受到各国和世界卫生组
织的重视。疫苗在获得注册前都需经
过严格的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上市
使用前要实施严格的批签发制度。在
疫苗接种前、接种中、接种后都有完
整的、科学的、规范的要求，保证预防
接种的安全性。

但疫苗对于人体毕竟是异物，在
诱导人体免疫系统产生对特定疾病
的保护力的同时，由于疫苗的生物学
特性和人体的个体差异（健康状况、
过敏性体质、免疫功能不全、精神因
素等）， 有少数接种者会发生不良反
应，其中绝大多数为一般反应，可自愈
或仅需一般处理，如局部红肿、疼痛、
硬结等局部症状，或有发热、乏力等全
身症状， 不会引起受种者机体组织器

官、功能损害。
仅有很少部分人可能出现异常

反应（即合格的疫苗在实施规范接种
过程中或接种后造成受种者机体组
织器官、功能损害），但发生率极低，
病情相对较重。近几年，我国每年预
防接种大约数亿剂次，但是经过调查
诊断与接种疫苗有关且较为严重的
异常反应很少，发生率很低。世界卫
生组织对部分疫苗的异常反应研究
显示，接种乙肝疫苗引起的过敏性休
克发生率为1.1/100万剂次。

专家提醒，接种偶合症不属于预
防接种异常反应， 但最容易造成误
解。受种者在接种时正处于某种疾病
的潜伏期，或者存在尚未发现的基础
疾病，接种疫苗后巧合发病（复发或
加重）， 这种偶合症的发生与疫苗本
身无关，但是较容易出现。疫苗接种
率越高、品种越多，偶合症的发生越
多。

预防接种是一项公共卫生措施，
在保护绝大多数人群健康的同时，极
个别人承担了发生异常反应的风险。
据了解，为了充分考虑到受种者的权
益，《湖南省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
办法》规定，对因异常反应引起的严
重损害者给予一次性补偿，属于一类
疫苗引起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补
偿费用由省级财政安排，属于二类疫
苗（自费接种）引起的预防接种异常
反应的补偿费用由生产企业承担。

12月16日，省疾控中心通报，近日，我省3名婴儿在接种乙肝疫苗后，出现
严重不良反应，其中2名婴儿不幸死亡。虽然疫苗与婴儿发病或死亡是否存在
关联还不明确，目前正在调查中，但引发家长对疫苗安全的广泛关注———

疫苗到底还能不能打

专家提醒， 接种疫苗前一定要仔细了解孩子的身体情况是否
适合接种， 特别是年轻父母， 要了解宝宝对即将接种的疫苗是否
有禁忌症。 例如患有严重器官疾病， 尤其是处于活动期的疾病；
急性感染性疾病发热； 对疫苗成分过敏的儿童， 免疫缺陷儿童等。

每种疫苗的禁忌不尽相同， 并有其特殊禁忌； 接种时只能通
过询问或简单体检判断一般禁忌， 不可能对所有禁忌进行筛查，
而且筛查费用昂贵； 国际上不推荐接种前对所有禁忌进行常规筛
查。

我国 《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 规定， 接种人员在实
施接种前， 应向受种者或者其监护人告知所接种疫苗有关内容和
注意事项， 如可能发生的不良反应、 接种禁忌等， 同时询问受种
者的健康状况、 是否有接种禁忌等情况， 并做好接种记录。 受种
者或者其监护人应当了解预防接种的相关知识， 并如实提供受种
者的健康状况和接种禁忌等情况。

接种后也不能掉以轻心， 还应注意以下事项： 接种后在接种
地点观察15至30分钟； 接种部位24小时内要保持干燥和清洁， 尽
量不要沐浴， 以防感冒或发生感染； 接种后如接种部位发红， 有
痛感、 低烧等， 这些情况都属正常， 一般24小时之后会自然消
失， 但在此过程中要少活动、 多喝水， 适当休息； 如出现持续发
烧等现象， 可就近求医就诊， 并向接种单位报告。

■链接

当孩子出现以下情况时
应暂缓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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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今天是全国第三次经济普查
宣传月的第一天。根据国务院的统
一部署，省政府决定在全省开展第
三次经济普查，这是在我省加快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一次重
大省情省力调查。明年1月1日起，全
省10万名普查员将上门入户， 对全
省400万普查对象开展第三次经济
普查。

开展第三次经济普查，全面了
解我省产业发展现状，特别是查实
服务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 、文化产
业和小微企业的发展状况，查清各
类单位的基本情况，有利于准确判
断经济形势的新变化，掌握经济发
展的新情况，把握发展阶段的新特
征，增强加快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对于贯彻落
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
精神 ，促进湖南科学发展 、富民强
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次经济普查是现代信息技
术应用最为广泛的一次社会调查
实践，全面实行电子化手段进行普
查区划分、单位空间定位和普查数
据采集、传输、处理，普查方式发生
根本变革 。调查规模之大 、涉及范
围之广 、动员力量之多 、技术要求
之高 、工作难度之大 ，也是历次普
查所少有的。这种艰巨复杂的普查
行动 ， 其准备工作的时间相对较
长 ，工作量相对较大 ，要求相对较
高。

为此 ，省委 、省政府要求各级
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和全力保障经
济普查工作，以有力的领导组织普

查，以科学的方案统领普查，以完善
的机制保障普查， 以过硬的队伍落
实普查，以广泛的宣传推动普查。各
级各部门各单位要坚持统一领导、
分工协作、分级负责、共同参与的原
则，从大局出发，各司其职、各负其
责、通力协作，加强各部门的协调与
配合。 各级普查机构要认真履行职
责，各成员单位要切实负起责任，确
保组织到位、各项措施到位，深入普
查一线、基层单位，及时发现、了解、
解答和解决存在的各种问题， 彻底
消除被调查者的一切思想疑虑。社
会各界要充分理解普查， 积极参与
普查，大力支持普查。

确保数据质量是普查取得成功
的关键。 普查中虚报、瞒报、拒报、
提供虚假数据、 篡改普查资料等违
法行为将受到处罚。 各普查对象要
打消顾虑，依法认真履行普查义务，
如实准确申报普查数据。各级地方、
部门、 单位的领导人不得自行修改
经济普查资料、编造虚假数据，或强
令 、授意经济普查机构 、经济普查
人员篡改经济普查资料，编造虚假
数据。各级统计部门和普查机构要
采取切实措施，从技术和专业的角
度加强数据质量控制，加强对数据
的审核与评估，确保普查数据真实
可信。对于普查对象提供的普查资
料 ，要严格保密 ，严格限定用于经
济普查目的，不作为任何单位对经
济普查对象实施处罚的依据。

我们相信，在普查对象和社会
各界的理解配合下，经过各级普查
机构和广大普查人员的共同努力，
全省第三次经济普查工作一定能
够取得圆满成功。

将1%机会变成100%战斗力
“你永远不知道足球场上会发生什

么。与拜仁踢100场，也许只能赢1场，但
这一场也许就是下一场比赛。” 面对实
力强大的拜仁队，恒大主教练里皮一方
面显示了对欧洲冠军的尊重，同时也不
忘鼓励恒大球员创造奇迹。

2比0击败埃及阿赫利队， 这是
恒大在“亚非冠军对话”中交出的答
卷。这场胜利让恒大收获的不仅是在
世俱杯的首战告捷，更重要的是赢得
半决赛与拜仁过招的机会。

“我们没有压力，压力都在拜仁那
边， 我们来摩洛哥就是为了享受比
赛。”1/4决赛中，为恒大队策动首粒进
球的郜林这样说。的确，恒大队正是以
此前少有轻松心态出战本届世俱杯。
18日，与“宇宙队”拜仁一战，恒大将士
更重要的是打出拼搏精神，将1%的机
会变成100%的战斗力，正如里皮告诉
队员们的，“要让对手记住你们。”

拜仁队在实力上占据的绝对优势
毋庸置疑， 但球队主帅瓜迪奥拉也不
敢对“亚洲新贵”有所轻视，“拜仁将会

100%投入比赛， 用最强阵容对付恒
大。”然而，“南美三叉戟”和里皮的排
兵布阵仍将成为恒大队挑战欧洲冠军
的利器，力争入球是恒大的底线目标，
快速渗透以求发挥穆里奇与埃尔克森
的速度优势， 将成为华南虎冲击拜仁
的主要手段。

里皮与瓜迪奥拉的首次较量
同阿赫利队一战，里皮的临场调

度成为了恒大逆转局势的突破口，
“银狐” 在双方教练层面的博弈中威
力尽显。半决赛，里皮与瓜迪奥拉之
间的世界级较量，也将成为左右比赛

走势的关键点。
尽管都在欧洲赛场驰骋多年，但

瓜迪奥拉和里皮无论是球员时代还
是执教生涯，均未曾交手过。

2009年， 瓜迪奥拉带领巴塞罗
那创造了历史， 共率领球队赢得6项
赛事冠军，包括西班牙国王杯和超级
杯、欧冠、欧洲超级杯、世俱杯、西甲。
这位世界级名帅对世俱杯同样不陌
生，他在2009年和2011年2次带领巴
萨夺冠。

但在观看了恒大队的比赛录像
后， 瓜迪奥拉坦言最让他头疼的还
是里皮， “这个世界没有几人能够
比里皮更了解和把控足球， 他是我
十分敬佩的主帅， 赢得了几乎所有
的冠军， 特别是在杯赛中具有无人
可及的经验。”

瓜迪奥拉执教的拜仁队目前在
德甲已经保持傲人的41场不败，其固
有的阵型为一个极为强调传控、进攻
和换位的4141。由于罗本有伤在身，
预计对恒大时拜仁最有可能的主力
阵容是：门将诺伊尔；后卫线则为阿
拉巴、丹特、博阿滕和拉姆；中场单后
腰为蒂亚戈，里贝里和穆勒分居左右
两翼， 克罗斯和格策为两个中前卫；
前锋线上曼祖基奇突前。

里皮将如何应战？4231仍将是最
有可能的阵型。 面对曼祖基奇的高空
球、里贝里的突破冲击、穆勒的前压等
等世界级的强攻，由金英权、冯潇霆、
张琳芃和孙祥组成的恒大后防线将经
受前所未有的考验。

广州恒大VS拜仁
慕尼黑，我们终于等来
了 ！ 北京时间18日凌
晨3时30分，世俱杯半
决赛将在摩洛哥阿加
迪尔球场打响，尽管强
弱悬殊，但大战在即的
恒大队并未胆怯，而是
期待创造奇迹———

拼拜仁,恒大期待创奇迹

本报记者 蔡矜宜

本报12月16日讯（记者 蔡矜宜）
北京时间16日， 欧洲冠军联赛1/8决
赛抽签仪式在瑞士尼翁欧足联总部
举行，卫冕冠军拜仁慕尼黑队继上赛
季后再次抽到“枪手”阿森纳队，巴塞
罗那队将死磕曼城队。

本赛季欧冠16强于上周决出，英
超与德甲各占4席，且各有2个小组头名
和2个小组第二，这也是德甲首次有4队
晋级欧冠淘汰赛。 西甲独占3个小组头
把交椅，意甲仅剩AC米兰这棵“独苗”。

16日晚，1/8决赛抽签结果揭晓：
曼城队死磕巴塞罗那队， 曼联队抽到
好签遇奥林匹亚科斯队，AC米兰队遭
遇马德里竞技队， 勒沃库森队抽到巴
黎圣日耳曼队， 切尔西队遇加拉塔萨
雷队，皇家马德里队抽到沙尔克队，多
特蒙德队对阵“弱旅”圣彼得堡泽尼特
队，拜仁队再次与阿森纳队狭路相逢。

1/8决赛首回合将于2014年2月18
至19日和25至26日举行，次回合较量于
2014年3月11至12日和18至19日进行。

欧冠1/8决赛抽签揭晓

拜仁再碰阿森纳 巴萨死磕曼城

一所交通不便的偏远农村中学，为何投入500万
元修建塑胶跑道体育场？沅江三中践行“阳光体育”，
让青少年每天锻炼不只是“口号”———

“跑”出青春朝气

15日， 恒大队在摩洛哥阿加迪尔市进行训练。 里皮 （右） 心态轻松，
玩起了颠球。 新华社发

经济普查 利国利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