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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中青年人发生猝死，武
汉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教授黄鹤说，大
多由室性心律失常造成。

心脏被誉为人体的发动机，它把通
过肺氧合过的、携带丰富氧的血液泵到
全身，滋养全身的器官组织，昼夜不停。
黄鹤说，泵的这个动作需要有节律地收
缩和舒张，心脏有节律地收缩和舒张表
现出来的就是人体的脉搏和心率。而
人在静息状况下心跳过快、过慢或者乱
跳，在医学上统称为心律失常。

心律失常可以发生在不同的年龄
段，由于心律失常的种类不一样，与此相
对应的发病人群和发病概率也都不一

样。有一种心律失常是快速性的，医学
上叫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多见于中
青年人群；房性心律失常，在老年人群
中发病率会更高一些；室性心律失常，
在缺血性的冠心病患者中多见。

“室性心律失常是最危险的，因为
它可能带来猝死。”黄鹤说，我们常在新
闻中得知马拉松选手在一些比赛时倒
地猝死身亡，大多是出现了这种恶性心
律失常——室性心律失常。

抢救室性心律失常发作最重要的常
规手段是体外除颤。如果这类病人有幸
被抢救过来，就要在病人的体内植入一
个装置，这个装置叫埋藏式自动除颤仪

（ICD），一旦病人再次出现猝死，这个
装置可以像体外除颤仪一样起到除颤
的作用，及时挽救病人生命。

心脏最大也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向全
身泵血。如果心脏出现了心律失常，泵
血的功能就不能很好地完成，会在躯体
上表现出一系列的症状。如心慌和心
悸，心律失常发作时，最轻的感觉是心
慌，这个心慌有跳得快的慌，跳得慢也是
一种慌。心悸则是一种很难描述的症
状，有一点点闷，甚至还有一点点痛，就
是描述不清楚，这是一个更宽泛的范围。

如果心律失常跳得更快了或者更慢
了，可能会出现眼睛发黑，医学上叫黑

朦。如果出现了黑朦，那心律失常的程
度相比上面两个症状要严重一点。如
果晕倒了，那么心律失常的严重程度在
黑朦的基础上更严重一步，因为心律失
常已经造成了脑部的缺氧缺血。

心律失常的最严重后果是猝死。
心律失常可以通过自身管理来预防

和控制。黄鹤表
示，日常生活中注
意管理情绪、作息
有规律、饮食合理
和定期体检都都可
以降低心律失常的
发病率。（田巧萍）

心跳过快或过慢都不好！心律失常严重可能致猝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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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骗子，我比你们有钱，我在
老家给儿子买了房子……”近日，一
段“城管对乞讨者循环播放‘我是骗
子’”视频走红。视频中，西安城管
拿着喇叭紧紧跟在一个衣衫褴褛的
老妇后，喇叭反复播放上述内容，以
提示市民这是一个职业乞丐。城管
此举在网上收获点赞无数，有网友
幽默评价“这是魔法攻击”。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周边商
户称，“钟楼这块乞讨的人很多，好
多都是眼熟的，城管这么做挺对
的。”作为执法人员，该城管基于对
社会秩序的维护和公众利益的保
护，以喇叭喊话的方式，当众揭穿职
业乞丐式的欺骗行为，既善意提醒
了路人，也杜绝了“职业乞丐”不劳
而获的途径。如此“搅局”，机智有
趣，又见实效，既没有伤害到老人，
也起到了警示与告诫的效力。

有温度的执法最得人心。一直
以来，一些城管执法人员强硬、粗暴

的执法方式，让公众对城管形成了消
极的负面印象。但是，实际上，在我
们身边也有不少执法人员，日复一
日，以有温度又有力度的执法护航着
城市安全。就如这位以大嗽叭跟随
揭穿职业乞讨的城管，并没有用冰
冷的制度和规定作为自己的武器，
而是以“柔性执法”得到了群众认
可，让我们的城市更美更和谐。

不过，点赞之余，也应看到，根
治“职业乞讨”，不能只靠执法人员
创新方式，更需要全社会合力共作
为。有关部门要积极协调，完善政
策法规，以加强教育、创造就业机会
等 方 式 ，从 源 头 上 治 理“ 职 业 乞
讨”。让“职业乞丐”找到新职业，消
除滋生“职业乞丐”的土壤，真正实现
更高级的“魔法攻击”。 （胡辉）

城管执法有温度还可以有高度

近日，“老年送餐车”准时开进西安市莲湖区太空花园小区，
给老年人送上热乎乎的饭菜。据了解，沣镐东路社区联合爱心企
业，为该小区 60 岁以上老年人办理了“就餐惠老卡”，解决社区独
居、行动不便老人的吃饭难题。 吴宽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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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每人2到4个录用通知书 随着产业升级，制造

业对高级技能人才的需
求越发迫切。人社部近
日发布的 2021 年三季度
全国“最缺工”的100个职
业排行中，58 个属于“生
产制造及有关人员”。相
关技能人才的薪资水平
因此不断水涨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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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济南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最近经
常为找不到高素质技术工人而发愁。

山东济南某高新技术企业人力资源部
副总经理燕俩说：“随着产业升级，公司一些
自动化的改造，对工人来源素质要求在逐步
提升，这是当前公司面临的两个比较大的招
工方面的问题。”

最新数据显示：到2025年中国制造业10
大重点领域人才总量将接近6200万人，人才
需求缺口将近3000万人，缺口率高达48%。

由于缺工问题愈发凸显，近年来高薪
引才已成为企业普遍做法，有的公司甚至
还加上了股权激励，还有的专门开辟技术
人才晋升绿色通道，但依然难解技工短缺
的窘境。

广东省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
经理黄茜表示，从技工到技师，中间有十个
级别。最高的级别工资可以等同于高级工
程师，或者直接达到职能经理水平，一年有
三五十万的收入。

黄茜所在的企业主要生产半导体基础
材料，目前急需机械和自动化的一线技术人
才，岗位月薪在 8000元到 12000元之间，并
提供五险一金。而在杭州某信息技术公司
里，技术工人不仅待遇优厚，精神层面更是
处处给予充分认可。

2020年，上海市技能人才与高技能人
才平均工资，比全市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分
别高 9%和 16%，比普通管理岗位人员（如：
文秘、办事员、后勤管理等）中位数工资分
别高出 11%和 37%。

近年来，工厂似乎被年轻人抛
弃。平均每年有超 150万人离开制
造业，其中不少成为了手机另一端
的外卖员、快递员、电商或者主播。
不过如今潮流再次改向：研究生、博
士生开始青睐工厂，程序员离开大
厂走进工厂。

12月 3日，新能源巨头宁德时
代全资子公司四川时代在宜宾开展
招聘，吸引了大批求职者，现场人山
人海，热闹程度堪比春运。

那些曾经想离开工厂的年轻
人，如今对自己的职业有了新的认
识。方浩是这家工厂里最年轻的高
级技师，前几年刚刚入行时的他也
曾想过转行，如今他再也不愿意离
开工厂了。

新兴产业的崛起，高科技制造
业的发展，也正在吸引越来越多高
学历人才的加入。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
1-10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利润同比增长 42.2%。其中 10 月
份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14.7%。而这些年
轻人也正是看到了中国制造业发
展的未来。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苏中兴表
示，我国的制造业非常有前景，未来
5-10年制造业会迎来黄金时期，迎
来最好的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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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偏低，也是造
成技能人才短缺的原因之一。大量适应科技发展
的高端技能人才，是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
强国转变的中坚力量，技能人才的培养极为重
要。在许多人的传统观念中，普高还是职高，意
味着孩子未来人生的两种走向。但事实真是这
样吗？如今在中高级职业技术院校的孩子们究
竟在学什么？他们的就业前景如何？

这不是某机场的停机坪，而是南京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的校园。为了方便相关专业的学生们
研究学习，学院斥巨资购买了一架飞机。同样作
为教具的还有一节真实的地铁车厢。

如今，很多中高级职业技术院校的学生，往往
还未毕业，就被各大企业争抢一空。

深圳技师学院激光教研室主任孙志娟解释，
每个同学手上有 2 到 4 个录用通知书，所以最后
的结果就是，来校招聘的企业全部没有招满，甚至
空手而归。

在深圳技师学院，每年毕业季，都是校领导们
最头疼的时期。他们需要一个一个和前来要人的
企业道歉，因为所有的毕业生早就签出去了。

深圳技师学院教务处处长文平说：“原来是提
前半年企业来找我们，现在是提前一年，甚至提前
两年企业来找我们要人才。”

近年来，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连年增加，就业市
场内卷严重。数据显示，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
将首次超千万，达到1076万人，同比增加 167万人。

12月 9日国务院学位办印发意见，职业本科纳
入现有学士学位工作体系，按学科门类授予学士学
位，在证书效用方面，两者价值等同，在就业、考研、考
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力。 （据央视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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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卖房者“一波三折”的遭遇

40 年前的今天，1981 年 12
月 13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开
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
使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成为每一
位适龄公民的法定义务。40 年
来，全国人民积极参与，全民义
务植树取得显著成效。

截至目前，全国适龄公民累
计 175亿人次参加义务植树，累
计植树 780亿株以上。我国森林
覆盖率由上世纪 80 年代初的
12%提高到 23.04%，森林蓄积量
由 90.28亿立方米提高到 175.6亿
立方米，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
最多、人工林面积最大的国家。

提升全民生态意识
推动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通过开展义务植树，提升了

全民生态意识。公众参与植树
造林、建设美丽家园的热情空
前高涨，推动城乡生态环境明
显改善。

占地 5000 亩的周口森林公
园地处黄河故道，原来是城区的
一块风沙地。为改善城市生态
环境，周口市连续多年在这里进
行大规模植树造林。通过国土
绿化，昔日的沙土地变成了融生
态景观、户外休闲、教育科普为
一体的自然生态园林。

不仅是城市，通过义务植树，
乡村环境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在江苏徐州铜山区国家森
林乡村马集村，虽然现在是冬
天，但村里树木掩映，湖边的落
羽杉、山坡的杏林、山上的青
松，依然色彩分明，充满生机，
像一幅美丽的山水画。

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林业
站长陶洪波说：“在义务植树中，
我们从最初的追求速生单一品
种，向注重林种质量转变，到现
在的推广多元化经济树种，增加
农民收入。推广乡土树种，留住
乡愁。推广彩色树种，扮美乡村

面貌。”
通过持续不断义务植树，全

国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由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 10.1%提高到
现在的 41.11%，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由 80 年代初的 3.45 平方米提
高到现在的 14.8 平方米。从中
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一座
座荒山披上绿装，一片片荒漠变
成绿洲，庭院街道、小区村屯绿
化美化日新月异，总体上实现了
由黄到绿、由绿到美的转变。

确定工作重点
推动全民义务植树健康发展

对于全民义务植树下一步
的发展，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将确定工作重点，推动全
民义务植树健康发展。

首先是完善法规制度，修订
《国务院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
运动的实施办法》，加快全民义
务植树立法进程。建立健全义
务植树尽责形式、基地建设、项
目管理、统计考核 4个方面的制
度办法，强化义务植树工作规范
化制度化建设。

国家林草局生态保护修复
司司长张炜说：“建设全民义务
植树服务综合平台，丰富我们
现在的各种尽责的形式，通过
网络推出一批义务植树尽责的
项目，方便群众就近尽责，多样
尽责。”

为方便公众更好参与全民
义务植树，加快建设各级各类义
务植树基地，大力推进造林绿
化、抚育管护、认种认养、捐资捐
物、志愿服务等八大类尽责形
式，推广“云端植树”“码上尽责”
新模式，让“全年尽责、多样尽
责、方便尽责”成为常态。加强
传播生态知识，弘扬生态文明理
念，提高全民爱绿、植绿、护绿、
兴绿意识，努力营造全社会支
持、参与义务植树的浓厚氛围。

（据央视新闻）

全民义务植树40年
共175亿人次植树超780亿株

二手房交易合同网签制度推行以
来，对验核房源、发布房源、签订买卖合
同等环节进行了有效监管。购房者无
论是买二手房还是新房，都需要进行网
签。网签能够让房屋交易变得更加透
明化，杜绝一房多卖的情况出现。但一
中介公司在未取得房地产中介机构备
案证明的情况下开展业务，让西安市民
李先生的卖房经历遭遇了“一波三折”。

近日，市民李先生在陕工网职工呼
声栏目留言反映，2021年 5月，经其本
人委托，由中介公司（西安稻田房地产
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帮其代卖房屋，但
中介公司在事先未告知李先生情况下
变更了购房人。得知情况后，他要求终
止交易，但由于该房产已办理网签，现
在这套房源在西咸新区住建局官网平
台被锁死，出现了买卖双方不交易，网

签撤不了的尴尬境地。
中介未履行告知义务
房主“稀里糊涂”签合同

据了解，李先生于 2021年 4月将其
名下一套房产以 308万的价格出售给吕
先生，并签订了由中介公司出具的房屋买
卖居间合同，吕先生支付给李先生三万元
定金。在李先生从未见过买家吕先生的
情况下，中介公司加价16万，以324万的
网签价转卖给第二位购房者秦先生，后
因秦先生证件不合格，导致交易失败。

随后该中介公司又以更换资金监
管银行为由，通知李先生需要到房管局
和买家签订相关协议，但李先生事先并
不知道买家又一次被更换为第三任买
家唐先生。李先生称，“当时并没有仔
细看合同，我先签了字，之后唐先生才
签了字。事后才发现买家已不是之前

约定好的秦先生。”他认为中介公司未
履行告知义务，要求终止交易。

中介公司无相关资质
网签合同却起效

现在李先生的这套房产被西咸新
区住建局锁定，房子挂在平台无法继
续出售。2021年 6月，秦汉新城住建局
介入后，由于该中介公司未取得《西咸
新区房地产中介机构备案证明》，不
具备在秦汉新城辖区内开展房屋中介
相关业务资格，要求涉事方签订三方
协议，协议中明确要求 2 日内解除买
卖双方签订的网签备案合同，但至今
未能撤签成功。

“在中介公司未取得相关资质的情
况下开展的业务是否具备法律效力？
由于第三任买家唐先生无任何网签成
本，我多次联系他本人到房管局办理撤

签手续，但他推三阻四，说把合同都给
中介公司了，让我找中介出面办理撤签
手续，而中介公司一直拖着不给解决。
现在房子挂在平台近半年时间，我的损
失谁来赔偿？”李先生气愤而无奈地说。

记者针对此问题采访了相关律
师，律师表示，房产中介公司开展业务
需到房产管理部门办理备案，否则将
违反《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无法进
行网签。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故
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
者提供虚假情况，给对方造成损失
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除此之
外，买卖双方在签订网签合同时应注
意再三确认合同中涉及到双方权利和
义务的内容，并仔细阅读思考是否存
在歧义或模糊的语句，避免发生纠纷
时维权难。 实习记者 谢明静

安康市汉滨区谭坝镇草庙村互助资金协会编号：
7910-01343158（核准号 J8010002101601）的开户许可
证不慎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
声明

据新华社微博 12月13日，
教育部发布消息，根据日前发布
的“十四五”职业教育规划教材
建设实施方案，“十四五”期间将
分批建设 1 万种左右职业教育
国家规划教材，指导建设一大
批省级规划教材。

规划教材建设要突出重点，

补足紧缺领域教材。加快开发
服务制造强国建设等国家战略、
家政托育养老等民生需求紧缺
领域专业教材和对外开放需要
的专业课程教材。方案要求，严
格规划教材编写、选用、退出机
制，落实每三年修订一次、每年动
态更新内容的要求。

教育部：加快开发家政托育养老等专业教材

新闻新闻新闻

本报讯（实习记者 郝佳伟）
近日，由华陆公司负责工程设计
的我国首座自主研发大型超临
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试验机组，
在西安热工研究院正式投运。

据悉，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
发电技术是热力发电领域一项
重要的变革性技术，不同于传统

主流热力发电技术，该技术以二
氧化碳为循环工质，具有热电转
换效率高、动力设备和系统体积
小、灵活性好等显著优势。

该机组核心设备国产化率达
到100%，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打破
了国外公司的长期垄断地位，实现
了关键设备设计制造的全国产化。

我国首座自主研发
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试验机组在陕投运

本报讯（文晨）12月 12日，省
医疗保障局发布消息，结合全省
实际，省医疗保障局拟对纳入我
省基本医疗保险特殊药品管理
的药品进行动态调整，目前公开
征求药品生产企业、参保患者和
定点医药机构意见建议。

此次拟进行调整的药品包
括 43 项，其中拟新增纳入特药
管理药品 42 项，拟调出特药管

理药品 1 项，确保参保群众更
快、更经济地用上“新药”“好
药”，提升医保药品的供应保障
水平。具体名单可登录陕西省
医疗保障局官网查看。药品生
产企业、参保患者和定点医药
机构等对此有意见及建议，可
于 12 月 17 日（周五）前通过电
子邮件、电话、信函等形式向陕
西省医疗保障局反馈。

我省就调整医保特殊药品管理名单征求意见

本报讯（记者 韩晶）12月 11
日，由西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指导，市金石诗歌学会主办的
西安新时代诗歌朗诵音乐会在
清华科技园举办。

此次活动给在陕诗人、诗
歌爱好者、作家、书画艺术家等
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让他
们能够用自己的生活体验和作

品，以及激情表演，唱响时代主
题，传播正能量。

据悉，市金石诗歌学会将
在市文联的指导下，把类似的
诗歌朗诵音乐会推广到全市各
个区县及企业，让更多的诗歌
爱好者获益，抒怀人民，唱响时
代，力争三年内举办一百场颂
咏诗歌活动。

西安新时代诗歌朗诵音乐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