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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热评

【新闻事件】

【留言精选】

一段时间以来，科学运动、科学健身的
话题引起广泛关注。网上曾出现这样的健
身视频：一些中老年健身者用布带固定下
巴，悬空吊挂在公园大树上摇晃、摆动，认
为这样可以治疗颈椎病等。这种锻炼方法，
究竟可不可取？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种健身方式之
所以会让人轻信其健身效果，主要是因为
原理上有些类似临床上的“颈椎牵引”。但
是，这终究不属于“颈椎牵引”，其牵引力量
远大于临床治疗所需，可能会损伤神经组
织、肌肉、肌腱和韧带等，进而加重病情，甚
至可能会引起截瘫、危及生命。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需要科学。今天，
全国各地健身热潮涌动，体育运动逐渐成
为一种日常生活方式。体育锻炼可以促进
人的身体健康，有助于提高生命质量、减少
医疗开支，是实现全民健康积极有效的手
段。与此同时，一些非科学的运动健身方
式，于增进健康并无益处，值得引起各方重
视。面对快速增长的全民健身需求，普及科
学运动、科学健身知识，推动“体医融合”，
成为当务之急。

游泳、跳绳、跑步、打球、太极……不同
的人体质和健身需求不同，适合的运动形
式、强度和频率也有所不同。尽管运动有益
于身体健康，但如果选择不适宜的运动方
式或强度，不仅达不到健身的功效，反而会

“伤身”。以脑血管病为例，国外做过一项长
达11年的研究，结果显示：只有休闲运动，
而不是劳累运动才能预防脑血管病；快速
散步能预防卒中，但剧烈运动却会增加脑
出血的可能。

用大健康理念看，运动是保持健康的
“良药”，运动“处方”最好由专业人士来开。
无论是职业医生还是运动管理师，都可以
为我们提供专业运动指导，量身定制科学
合理的运动“处方”。个性化运动“处方”需
考虑多项维度，包括心肺功能、肌肉力量、
柔韧性、平衡能力等，可以解决运动的安全
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等问题。每个人都需
要一个专属的运动“处方”，在兴趣爱好的
基础上选择适合的运动方式，做自身健康
的第一责任人。

目前，运动“处方”在我国还处于起
步阶段。看似一个简单的运动“处方”，实
际上汇集了一大批临床和影像专家、体
育专家、流行病学专家、大数据工程师和
人工智能等多方面专家的智慧。证实某
项运动方式对健康的干预功效，需要多
中心、前瞻性、大样本、群随机的严谨细
致对照研究。只有构建起运动健身的科
学评价方法，不断完善运动“处方”，运动
健身才能更好惠及广大健身者。相关部
门应努力推动全民健身与全身健康深度
融合，推动“体”与“医”有机结合，将体育
公共服务纳入医疗体系，缓解医疗资源
的不均衡性，优化体育和医疗的资源配
置和服务供给，弥补医疗卫生在促进健
康方面的短板。

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健康
是 1，其他是后面的 0，没有 1，再多的 0 也
没有意义。健康中国，不仅要靠医疗卫生服
务的“小处方”，更要靠社会整体联动的“大
处方”。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推动人民共
建共享，才能实现健康中国的目标。

去年，大四学生徐丹感染新冠，住进武
汉方舱医院。湖南中医药大学的毛以林教
授和医护人员对她悉心照料，徐丹下定决
心：“报考湖南中医药大学，成为和你们一
样的人！”一年来，她认真备考，近日收到研
究生录取通知书，终于圆梦湖南中医大，如
愿成为毛以林的学生。

“受你帮助，后成为你”“太棒了，最好
的传承，医者仁心”“这也是在‘追星’”“榜样
的力量”……一则“方舱考研女孩考上主治
医生研究生”的消息，令公众感慨万千。

在武汉方舱医院接受治疗的徐丹不会
想到，在与病魔对抗的过程中，自己会遇到
求学梦想的引路人。7点起床洗漱，八九点
等待医生查房、吃早饭，学习时间上网课、
复习功课，徐丹的康复治疗生活过得平稳
有序。

你以为的岁月静好，不过是因为有人
替你负重前行。身处疫情重灾区，不幸感染
新冠肺炎的徐丹，在与医护人员相处的过
程中，亲身感受到何为医者仁心。医护人员
们不仅精心照看，还特地为过生日的患者
准备蛋糕，唱歌庆祝。很多患者阿姨，会因
为心疼劳累的医护人员，主动分担体力活。
亲眼目睹了白衣执甲逆行出征的艰辛与不
易，深感于医护人员们的付出与努力，汇聚
成徐丹职业理想的一道光。

“我想报考湖南中医药大学的研究
生，将来也当一名中医，成为和你们一样
的人。”脱口而出的一句话，不仅让医护
人员们兴奋不已，更一度在舆论场刷屏，
令公众深受鼓舞，在那个寒冷的冬天给
人以温暖和希望。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
年轻女孩从战胜病魔到成功圆梦，不只
是她个人的幸运，还蕴涵着更丰富的象
征意义。

因为疫情结下的独特师生缘固然只
是个例，但医护人员成青少年的偶像，却
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令人眼前为之
一亮。在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中，广大
医护人员在火线上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给了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感动。言教不如身
教，他们用行动给孩子们上了一堂堂精彩
的人生课，收获了孩子们的由衷敬意，徐
丹则是从“心动”到“行动”的典型代表。相
信还会有源源不断的年轻血液注入医护
队伍中。

方舱奇遇共患难，杏林圆梦遇恩师。
作为一名中医学子遇到理想的引路人，无
疑是一种幸运，最后能考上也是努力拼搏
的结果。“要很快投入到暑期研究生课程
学习中，每天离梦想更近一点”。这样的

“追星”传递了无比积极的意义，当然需要
继续努力。

忠言：通过简历造假赢得工作机会，对其他应聘者
也是不公平的。

小志：目前从媒体的调查来看，生意已然变味，甚
至涉嫌违法。

云深：如果是单纯的通过材料选取、履历罗列，乃
至排版布局上的技巧，让简历变得“好看”，这无可厚
非，也是市场上的正常供给。

空山当月：简历造假在面试时很容易露馅，多问几
个问题就暴露无遗。

于山：对于应聘者来说，如实陈述简历内容是应尽
的义务。

古乐天：即使面试时侥幸蒙混过关，入职后能力不
相匹配，也可能被公司辞退。

城里：简历造假过程中，如果涉及伪造国家机关印
章，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等行为，
会涉嫌犯罪。

牛犊子：电商平台、市场监管部门等应当在问题暴
露初期，就及时治理，引导其健康发展。

——据人民网

运动健身离不开科学“处方”
王君平

医者仁心的传承比励志更感人
胡欣红

重庆女孩帮改简历助3万人求职成功的热搜还没
过多久，媒体曝光某些店铺在简历优化中造假的新闻
让人震惊。

据新华社报道，记者以“应届毕业生”身份在某电
商平台购买简历优化服务时，执笔者擅自在简历中添
加工作内容和专业证书，当记者提出异议时，执笔者表
示“不会有人深究”。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在另一家标
价较高的店铺中，记者表示自己没有招聘单位要求的
资格证书时，店铺客服称可以帮忙代办所需证书，并称
“基本可以以假乱真”。据悉，某电商平台以简历优化
为关键词，可以搜索到2万多条相关服务信息。

7月8日，工信部发布信息显示，经过对手机APP
用户反映强烈、投诉较多的“弹窗信息标识近于无形、
关闭按钮小如蝼蚁、页面伪装瞒天过海、诱导点击暗度
陈仓”等违规行为进行集中整治，2021年第二季度，开
屏弹窗信息用户投诉举报数量环比下降50%，误导用
户点击跳转第三方页面问题同比下降80%。

记者调查发现，当前手机APP 广告难以关闭、侵
害隐私、涉黄涉赌、弄虚作假等问题仍屡禁不止，治理
力度不能减弱。 据新华社

屡禁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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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东方6+1
第2021079期 投注总额525604元
基本号码(需排序)

本期未中出奖金88657261元全额滚入下期。
本信息如与公证开奖结果不符,以后者为准。

生肖号码:牛
奖等 中奖条件 中奖注数 奖 金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或1位基本号码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0注
0注
0注
82注
595注

16481注

0元
0元

10000元/注
500元/注
50元/注
5元/注

3 9 3 8 2 121

福彩七乐彩
第2021079期 投注总额5204628元
中奖号码:基本号 (●) 特别号(★)

本期未中出奖金0元全额滚入下期。

奖等 中奖条件 中奖注数 奖 金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
●●●●●●★
●●●●●●
●●●●●★
●●●●●
●●●●★
●●●●

1注
6注

148注
467注
5319注
9289注
66104注

2409441元/注
29458元/注
2388元/注
200元/注
5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03 07 09 12 13 20 22

福彩15选5
第2021183期 投注总额570854元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本期未中出奖金1103278元全额滚入下期。
本信息如与公证开奖结果不符,以后者为准。

奖等 中奖条件 中奖注数 奖 金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0注

93注

4524注

0元/注

2092元/注

10元/注

02 06 10 12 15

福彩3D
第2021183期 销售总额65551730元

中奖号码:
奖级 浙江中奖注数 奖金
单选
组三
组六
1D
2D
通选1
通选2
包选3全中
包选3组中
包选6全中
包选6组中
奇偶

2941注
0注

3107注
544注
48注
0注
11注
0注
0注
0注
0注
0注

1040元/注
346元/注
173元/注
10元/注
104元/注
470元/注
21元/注
693元/注
173元/注
606元/注
86元/注
8元/注

浙江销售4004270元，返奖额3606814元。

5 4 6

快乐8

“选十中十”奖池累计金额：99,227,663.65元

第2021183期 投注总额81,811,766元

中奖号码：

06 08 19 22 30 32 36 37 49 52
55 59 60 61 62 64 71 75 78 79

下期全玩法奖上奖派奖余额：22279261.20元
下期选九中九翻番奖派奖金额：1410000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