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周梦 组版：张微霞 校检：公大年刘文冬

官方微博：新浪@三秦都市报
2021年5月23日 星期日 www.sanqin.comＡ6市井

热线实录

关注民生 服务市民965369

大秦直击大秦直击

市民贺女士反映：西安市灞
桥区纺织城唐都医院附近有人
散发登有代孕广告的小卡片，自
己打电话了解了一下，对方称在
唐都医院附近有办公室，代孕费
用 80 万元，希望相关部门关注
此事。

请西安市城市管理和综合
执法局速查并回复本报！

市民田先生反映：渭南市临
渭区丰原镇有个养殖场没有任
何手续，养殖场管理也不规范，
家禽家畜排出的粪便没有做合
理处理，造成周围空气刺鼻难
闻，严重影响居民生活。

请渭南市生态环境局速查
并回复本报！

市民赵先生反映：2016 年，
他在西安市柏林春天小区买了
一套房子，五证不全，到现在也
没有拿到房产证，去找开发商，
得知房子目前还有 3 个证没有
拿到，开发商称正在办理，但不
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

请西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速查并回复本报！
市民张女士反映：她在西

安市长安区子午大道绿地城买
的房子快 5 年了，两三年前装修
时发现漏水，维修了两年，直到
现在还是没能彻底解决问题，
找物业多次都被以各种借口推
脱，而且小区里漏水的不止他
们 一 户 ，认 为 房 子 存 在 质 量
问题。

请西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速查并回复本报！

市民张女士反映：5 月 8
日，她的孩子在西安市高陵区
被一辆车撞了，高陵交警认定
对方全责，但是把肇事车放走
了，现在孩子受伤看病费用对
方都不管。

请西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高陵大队速查并回复本报！

（以上信息为本报热线实
录，请相关部门及时核查后，将
核查及处理结果通过新闻传真
029-82223112回复至本报）

本报记者张晴悦整理

本报渭南讯（记者 张军建）自
家的承包地被人挖了个面积达数
百平方米，深 4米多的大坑，1万多
方黄沙被挖走。连续数月向有关
部门反映，但问题一直得不到解
决。近日，家住大荔县官池镇北王
马村五组村民苗军民感觉特别的
委屈。

苗军民称，2000年1月，他和北
王村委会签订了北王马村林场沙
丘地 27亩地承包合同，期限为 30
年。栽植有枣树 100多株，每年还
会种些花生、红薯等农作物，为了
灌溉还打了几眼机井。开始的十

多年，这些地里多少还有些收成。
近年来，他和老伴的年龄大了，加
之这些地距离家里比较远（5公里
左右），地里就不常去了。去年年
底，他外出打工回来后，听村里人
说，自家的承包地被人采砂挖得不
成样子。他赶忙赶到地里发现，地
里被挖了4米多深的大坑，1万多方
沙子被挖走。

5月18日，记者在现场看到，苗
军民承包的沙丘地已被挖去了大
半，沙丘上覆盖的植被也已被全部
破坏，到处是裸露的黄沙。偷运沙
子的人为了便于运输还专门铺了

一条路穿过田地直达沙丘前。
苗军民称，今年 1月 7日，他以

自家承包地里1万多方沙子被盗向
大荔县公安局石槽派出所报了
警。连着两个多月，他多次到派出
所以及县公安局催问，最后，回复
说此案终止调查。无奈之下，他又
分别多次找到大荔县官池镇政府
以及大荔县自然资源局反映，可是
问题至今没有解决。

5月 19日，官池镇政府有关负
责人称，此案当地警方已介入调
查，具体情况要问当地警方。

石槽派出所有关负责人表示，
1月 7日接到报案后，经调查，他们
认为该案件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
所以在 3月 18日向当事人出具了

“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
据大荔县自然资源局官池

所 相关负责人表示，3 月底他们
接到县局转下来的线索，经调查
以及现场勘查，反映人苗军民家
遭破坏的有 5 亩地左右，其中 3
亩左右为农田，其他 2 亩左右为
林地。4 月 21 日，所里以涉嫌破
坏基本农田立案。目前，正在调
查中。

老年高血压病患者通过生活方
式的调整和药物治疗后，如果收缩
压 ≥140mmHg 和（或）舒 张 压 ≥
90mmHg，只要接种新冠疫苗当日测
量血压时，收缩压＜160mmHg并且
舒张压＜100mmHg，就可以接种。
所有人在接种新冠疫苗后，必须在

留观区观察半个小时，有医院的医
护人员负责，老年人在留观过程中
如有任何不适，应立即告知留观区
的医护人员。当然医生和护士也会
主动巡视，及时提供可靠的医疗
保障。

高血压患者通过生活方式的调

整和药物治疗后，如果收缩压≥
160mmHg 和（ 或 ）舒 张 压 ≥
100mmHg，建议您暂缓接种。经专
科医生调整高血压治疗方案，待血
压控制在收缩压＜160mmHg 并且
舒 张 压 ＜100mmHg 时 ，再 进 行
接种。

患高血压病的老人可以接种吗

本报讯（记者张彦刚）2021年
西安市普通高中招收体育艺术特
长生专业考试于5月23日进行，西
安市教育考试中心特别提醒考生，
考生必须持特长生市级专业考试
准考证和考前一个月内由二级甲
等或县级及以上医疗部门开具的
健康证明（体检表）、2021年西安市
普通高中招收体育艺术特长生专
业考试考生个人健康状况承诺书，
按准考证上要求时间到达考点。
按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出示
一码通绿码、佩戴口罩、测温、间隔
一米以上排队进入考点。体温检
测正常后方可进入考点。

遵守考试纪律，听从考场工作
人员安排，尊重评委评判，考生若
对考试成绩有异议，可直接向考试
领导小组反映，不得在场内同考评

人员发生争执。考生在考试中有
携带手机进入考试场地；拒绝、妨
碍工作人员履行工作职责；故意扰
乱考试场所秩序；故意破坏考试场
所设施设备；威胁、侮辱、诽谤、诬
陷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考场工作
人员；由他人冒名代替参加考试；
私自涂改考试结果记录；严重违反
考试规则等行为的，取消其考试资
格，考试成绩按零分计算。

考试合格考生名单于 5月 26
日在西安市教育局官网公布。考
试合格考生凭本人《2021年西安市
体育艺术特长生登记表》，于 6月
10日前与有关招生学校进行联系，
达成录取意向。未按时达成录取
意向的考生视为自动放弃特长生
录取资格。6月 14日在西安市教
育局官网公布达成录取意向名单。

中考体育艺术特长生考试今日进行

5月22日，陕慈协慈善先锋志愿服务队志愿者来到西安市龙城铭园
小区开展废旧衣物回收，发动社区居民将家中不穿的衣物送到捐赠点。

本报记者 代泽均 摄

自家承包地被挖了大坑

一万多方沙子不翼而飞

接种新冠疫苗老年人要知道的事
近期新冠疫苗接种备受市民关注，随着60岁以上

接种的老年人越来越多，有些老年人愿意接种，但是又

担心自己的身体出现不良反应怎么办？陕西省第二人

民医院（陕西省老年病医院）健康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魏

亚娟就老年人经常提到的疑问进行了梳理，为各位老

年朋友们予以解答。

糖尿病患者通过生活方式调整
和（或）药物治疗，空腹血糖 ≤
13.9mmol/L，就可以接种。目前如有

糖尿病急性并发症（酮症酸中毒、高
渗综合征、乳酸酸中毒）或患有上述
急性并发症痊愈后未满2周的糖尿病

患者，应暂缓接种。用于治疗糖尿病
的各种药物（包括注射胰岛素），均不
是新冠疫苗接种的禁忌。

患糖尿病的老年人可以接种吗

如果处于冠心病的急性发作期
如：心绞痛、心功能不全、血压不稳
定等均应暂缓接种。如果处于近期
植入心脏支架的患者，此时所植入

的心脏支架和疾病本身尚处于不稳
定状态，是不适合接种疫苗的。一
般应在植入支架3个月后，病情稳定
后再接种新冠疫苗。植入永久心脏

起搏器的老年患者，在伤口完全愈
合，术后一个月，并按时服用药物，
无不适症状，病情稳定的患者，就可
以接种新冠疫苗。

植入心脏支架和心脏起搏器的老年人可以接种吗

如果老年人有基础疾病，一定要
确认一下自己是否处于稳定期，如果
实在拿不准的可以和医生沟通确
认。提前预约，戴好口罩，携带本人
身份证，尽量有家属陪同前往。接种
前一晚注意好好休息，接种当日一定
要进饮食，不要空腹接种。穿宽松上
衣，便于露出上臂肩膀（三角肌）的接
种部位。接种新冠疫苗前至少一周
不能饮酒，如果饮酒，必须间隔一周

以上甚至更长时间，调整到正常状态
才可接种。

老年人接种时，全程佩戴口罩，
按预约的时间准时到达。主动向医
生提供自己的健康状况，最好携带既
往病历和近期服用的药物信息资料，
并如实填写知情同意书。如果接种
一侧上臂部位有瘢痕或色素沉着，尽
量避开或选择另一侧接种。

老年人接种完毕，需在接种点

留观30分钟。接种当日注射部位保
持干燥并注意个人卫生，一天内不
要洗澡。接种后一周内避免接触个
人既往已知过敏物，尽量不饮酒、不
进食辛辣刺激或海鲜类食物，建议
清淡饮食、多喝水，适当保暖、休
息。如果出现持续发热等不适现
象，应及时就医并向接种单位详细
报告。
本报记者张毅伟通讯员李亚斌

老年人接种注意事项

■ 生活

志愿者进社区回收废旧衣物

热线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