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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青少年的科学素质尧培养青少年的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袁丰富校园文化
生活尧营造校园科技创新氛围袁金穗学校的学生在老师的讲解下袁了解机器人尧密码
锁尧静电乒乓尧红外成像尧小球运动等袁近距离观察尧触摸袁动手实践操作袁感受科技的
神奇与魅力袁既涨知识袁又玩得开心遥 图为该校老师上科学实验课的场景遥

杨悦 丁顺摄

核酸的检测
到底有多麻烦？
看完都不好意思催结果了

很多人以为袁 核酸检测就像血常规一
样袁取标本袁放仪器上检测袁很快出结果遥 结
果却发现一直没有结果遥 到底是怎么回事钥
专业人士终于做出了解答遥 其实袁真正的核
酸检测袁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浴

要到指定的地方采样袁一般是到指定
地点进行核酸采样遥 然后袁把标本统一送
到特定实验室检测遥 通常情况下袁采样点
和检测点不在一起袁 不可能采一个送一
个袁所以这里就耽误了一点时间遥 那么又
有人说袁不能就在采样点进行检测吗钥 当
然不可以浴 因为核酸检测是极其灵敏且
精密的实验袁 核酸检测实验室有特殊的
环境要求袁 不是随便开辟个地方就能检
测的遥

为什么要建立专门的方舱实验室才能进
行核酸检测袁也是这个道理遥

签收标本后袁一个个拆开录入系统袁在严
密包装下袁标本被护送到实验室袁并要实验室
签收袁录入信息系统遥

这个步骤需要一个一个拆包装袁 而且是
双层密封包装袁 且不说几千个包装袁 能拆一
天...每一个还要喷酒精袁做好生物安全防护遥

随着野滴冶一声袁标本的信息就会录入系
统袁对接健康码遥 这期间袁全手工袁不比取样快
多少袁 特别是在海量标本里袁 还要保证零错
误袁不能张冠李戴袁或者录信息录到最后袁发
现少了或者对不上数袁又得再找一遍遥 毕竟事
关每个人的健康袁 粗心大意是绝对不允许发
生的遥

不是标本到了实验室袁就能直接检测吗钥
不是的浴 还需要对标本进行前处理袁将标本里
面的核酸提取出来袁才能进行扩增遥

那问题又来了袁扩增是什么钥 如果把标本
提取出来的核酸当做一块土地袁 把新冠病毒
比喻成花生袁 那怎么在组成土地的众多元素
里袁 知道有没有花生呢钥 那就整点肥料和水
呗袁让花生成长袁一个变俩袁俩变四个袁四个变
八个噎噎这样就很容易知道了遥

同理袁病毒是看不到的袁而且微量标本
也不容易检测到袁所以要让它变多袁才方便
检测出来遥 这个过程中袁医护人员还是得一
个个拧开盖子袁用加样枪吸取标本进行核酸
提取袁往生物安全柜前一坐袁连续拧开千个
盖子袁戳上千个枪头吸取上千个标本袁然后
再打掉上千个枪头袁拧上上千个盖子噎噎

接下来袁还要在完全零污染环境中袁配制
试剂遥 这个步骤是完全零污染袁 严格精确操
作袁多少份标本就配多少份试剂袁多少份 EP
试管袁又是几千个枪头的工作量袁而且全手工
分装袁还要做好保护袁一定不能污染了遥

噎噎
就这样袁一天天的袁大家倾力合作袁在超

强逻辑安排下袁 保证一批批核酸检测结果按
时发放遥

疫情当前袁匹夫有责遥 我们看到众多仁人
志士都在为抗击疫情默默的贡献自己的力
量袁无论是奔赴一线的采样人员尧流调人员袁
还是默默在背后执行检测的检验人员曰 无论
是各个地区的志愿者袁 还是各街道各社区的
工作人员曰无论是警务人员袁还是每一位积极
配合响应政府号召的普通民众袁 让我们携手
抗疫袁共克时艰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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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来了

学会正确的摔倒姿势

滑冰对身体益处多多

滑冰作为近年来越来越热门的 野冷运动冶袁
受到很多人的喜爱遥

滑冰是一项集力量尧耐力尧速度尧协调尧柔
韧尧灵活尧平衡尧优美尧稳定于一身的运动项目遥
滑冰不仅能增强人体的平衡能力尧 协调能力以
及身体的柔韧性袁还能增强人的心肺功能袁提高
有氧运动能力遥

姿势优美的花样滑冰袁 快速不停地旋转和

跳跃袁对神经系统和前庭分析器是一种
很好的练习遥 耳朵的前庭分析器在旋
转尧跳跃的过程中受到锻炼袁使身体平
衡的能力显著加强遥 青少年练习滑冰袁
可以使下肢骨骼的骨骺得到刺激袁促进
下肢骨骼生长遥

有规律地练习滑冰袁益处多多遥 滑
冰对两个大脑半球有刺激作用袁反方向
滑冰对右脑有很大的好处遥 滑冰不仅可
以增强中枢神经系统尧循环系统尧呼吸
系统的功能和促进身体各部分的正常
发展袁还可以增强耐寒能力袁预防感冒
和其它疾病遥

滑冰注意事项

做好热身活动遥 滑冰前先做好热身
活动袁 尤其是手腕和下肢各关节及韧
带袁要充分活动开遥

佩戴防护用具遥 滑冰时要戴好帽
子尧手套袁注意保暖遥 同时袁要佩戴一些
防护用具袁如专用的护腕尧护肘和护膝
等遥

不要带硬物遥 滑冰的时候身上不要
带硬物袁如钥匙尧手机等袁以免摔倒时硌
伤自己遥

逆时针方向滑行遥 在室内冰场滑
冰袁都是按照逆时针方向滑行遥初学者进入场地
后袁要注意与大家的滑行方向保持一致袁不要反
方向练习遥刚开始可以自己靠着四周的栏杆慢慢
摸索袁或者让会滑的人带着一起滑遥 冰场的中心
区域往往是高手扎堆的地方袁如果新手到了中心
区域袁被撞倒或出现意外的可能性就会增大遥

忌做危险动作遥 忌做危险动作或妨碍他人
的动作袁如拉手滑行尧横插乱窜尧追逐打闹尧突然
停止等袁既妨碍他人又危险遥 尤其需注意途经冰
场的出入口时袁要注意留心观察周围是否有人袁

防止自己撞到或踩到别人遥
选择合适的冰鞋遥 选择冰鞋时袁冰鞋号码一

定要与本人相适合袁既不可过大也不能过小遥试
鞋时袁应将鞋带全部松开袁然后依次拉紧袁一定
要确定号码合适才能选用遥

着装要便于运动遥 由于怕冷或怕摔袁初学者
往往穿得过多尧过厚袁这样会影响运动袁因此袁滑
冰的着装要便于运动遥 其实袁滑冰也是一项比较
消耗体力的运动袁 所以你不用担心站在冰面上
会冷遥

检查冰刀遥 要检查冰刀与鞋连接的是否牢
固袁 鞋带是否结实袁 冰刀的内刃和外刃是否锋
利袁再检查固定的螺丝是否拧紧遥 此外袁滑冰之
前还要查看场地状况袁看是否平滑袁滑冰时要避
开那些凹凸不平处遥

注意休息遥因为滑冰时下肢和踝部最吃力袁
疲劳了就不容易保持平衡袁 而且容易发生摔倒
和踝关节损伤现象遥 可以每 15耀30 分钟休息一
次遥休息时袁应解开冰鞋的鞋带袁活动脚部遥因为
一般冰鞋都比较紧袁不利于血液流通袁如果时间
过长袁脚部容易发生冻疮遥

滑冰摔倒的正确姿势

滑冰是一项相对高速的运动袁 摔伤时有可
能会出现骨性结构和渊或冤韧带结构的损伤袁所
以关于摔倒袁有如下注意事项院

第一袁摔倒时袁应尽可能使臀部一侧向侧方
着地袁因为向侧方倒地袁给身体造成严重伤的机
会比较小遥 向前方倒地袁上肢容易下意识地向前
撑地袁易造成骨折和渊或冤韧带损伤曰而向后方倒
地袁容易出现伤及腰背部及头部的情况袁相对更
为危险遥

第二袁学会在摔倒时做自我保护遥 不得已向
后摔倒时袁要主动屈膝下蹲袁降低重心袁尽量让
臀部先坐下袁 并注意保护尾骨处袁 同时低头团
身袁避免头部向后仰磕地遥 侯云飞 林剑浩

激情冰雪袁喜迎冬奥遥 相约冰场袁助力
冬奥遥 滑冰有哪些好处钥 滑冰初学者有哪
些注意事项钥 为什么学会正确的摔倒姿
势是野冰上第一课冶钥

生吃荸荠味道好？
当心感染姜片虫

荸荠是冬季颇受欢迎的家常菜袁在我国一些地区袁荸荠又被称为菩荠尧乌
芋等袁又因其形似马蹄袁而被俗称为野马蹄冶遥 由于荸荠脆甜多汁袁不少人除将
其作为菜品外袁还将其作为水果在去皮后直接生食遥专家提醒袁生食荸荠等水
生植物有感染姜片虫的风险袁不仅会出现相关肠道症状袁还可能对儿童的智
力发育造成危害遥

据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感染性疾病科执行主任潘珏介绍袁荸
荠表面附着有各种细菌和寄生虫袁尤其以姜片虫最为常见遥野有的人喜欢生吃
荸荠袁有的人还喜欢用牙直接给荸荠耶去皮爷袁这都是容易引发感染的危险行
为遥冶潘珏说袁姜片虫的囊蚴可以附着在荸荠表面袁在生食荸荠的过程中袁姜片
虫的囊蚴就会经过吞咽进入人体并引起姜片虫病遥

记者了解到袁人体感染姜片虫后袁大多数患者可能是无症状或者仅有轻微
的症状遥 在中尧重度感染的患者中袁可能表现为腹痛尧腹泻尧便秘尧肠胀气尧恶心呕
吐尧食欲缺乏等胃肠道症状袁少数患者因长期腹泻导致严重的营养不良尧水肿尧
腹水等遥 有些重度患者可出现发热尧消瘦尧贫血尧肠道细菌感染等袁甚至死亡遥 在
儿童患者中袁除上述症状外袁还可能出现智力减退和发育障碍尧侏儒症等遥

专家提醒袁由于姜片虫的囊蚴不耐高热袁在沸水中 1 分钟或阳光下暴晒
1 天即死亡遥 因此最安全的食用方法就是将荸荠充分洗净袁然后削皮尧煮透后
食用遥此外袁菱角尧茭白尧莲藕等水生植物也可以引起姜片虫的感染袁因此也不
建议生食遥 颜之宏

为了强化学生实验操作能力袁提高学生的实验操作技能袁激发学生学习科学探究
科学奥秘的兴趣袁绵塘小学一直坚持上好每一堂科学实验课袁培养学生从小爱科学尧用
科学尧勤动手尧善动脑尧乐创造的科学素养和实践能力遥 图为绵塘小学学生进行钟摆实
验操作遥

邹 兴 记者朱旺摄

2025年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比例力争达到 15%

江西省科协事业发展
“十四五”规划发布

2021 年 12 月 31 日袁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尧省科协联合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院叶江西省科学技术协会事业发展野十四五冶规划渊2021-2025冤曳已正
式印发实施遥

叶规划曳提出袁到 2025 年袁科协系统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袁基本
形成符合科技创新规律和江西发展需要的体制机制遥开放型尧枢纽型尧平台型
科协组织功能充分体现袁为江西在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中加快崛
起提供科技和人才支撑的能力明显增强遥

与野十三五冶相比袁叶规划曳既保持了延续性袁又有新的特色袁重点谋划了
16 个专项遥 一是聚焦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高级化袁围绕江西省六大优势
产业和野2+6+N冶产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行动袁实施野五链合一冶科技经济融合
专项尧野科创中国冶示范建设专项尧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专项尧野百会千名专
家入企赋能冶专项尧野三家四站冶创新平台建设专项尧省级学会能力提升专项和
野江西省乡村振兴科技联盟冶活动专项袁增强科技创新驱动力曰二是聚焦构建
大科普格局袁围绕 2025 年江西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比例力争达到 15%的目标袁
实施重点人群科学素质提升专项尧科技志愿服务野智惠行动冶专项尧野科普江
西冶品牌提升专项尧江西省野好奇心冶科普节专项和青少年科学素质野蓓蕾行
动冶专项袁提升江西省科学文化软实力袁增强全面建设创新江西的基础支撑曰
三是聚焦汇聚高端智力袁实施服务人才托举工程尧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提升计
划和野远航工程冶专项袁助推江西省加快建设中部地区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
地曰四是聚焦江西省数字经济野一号工程冶袁融入野智联江西冶建设袁实施野数字
科协冶建设专项袁通过野云上建家冶野数字科普冶野数字科创冶野数字学会冶等袁打造
科技工作者价值认同的组织平台和服务载体袁以野数字蝶变尧服务升级冶赋能
新时代科协工作提质增效遥 齐美煜

灭火器使用方法
灭火器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物品袁也是消灭火灾的利器袁那么大家知

道使用灭火器的具体步骤是什么吗钥 这篇指南来告诉你遥
1尧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就是干粉灭火器袁所以在使用灭火器之前袁要将

灭火器摇晃均匀曰2尧然后袁第二步就是要拔掉灭火器上面的保险栓袁不拔掉保
险栓的话袁灭火器是无法使用的曰3尧第三步袁我们用左手抓住灭火器的喷射
管袁然后右手握住灭火器的开关袁这才是使用灭火器最正确的姿势曰4尧最后一
步袁我们将灭火器的喷射管对准火源的根部喷射即可袁这是最有效的灭火方
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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