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报讯（记者 刘晓君）

6月1日，呼和浩特市沙尔
沁镇的16位村民将一面写
有“心系农民工 讨薪路畅
通”的锦旗送到呼和洁特
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
公安分局治安大队，表示
感谢。

今年3月20日，该公安
分局治安大队接待了来自
辖区内的沙尔沁镇刘某等
16名村民，他们称在承接
沙尔沁开发区内一处办公
楼建设的项目中，包工头
白某某拖欠了他们2.8万余
元工资，且白某某手机停

机，无法联系到本人。
办案民警随即开展调

查，经了解，刘某等16人没
有证据可证明包工头白某
某拖欠他们工资的相关证
明。为了给刘某等讨薪，办
案民警克服重重困难，几
经周折找到了白某某，在

对白某某的询问中，白某
某承认拖欠刘某等16人的
工资。但由于白某某资金
出现问题，经与农民工协
商后，双方同意白某某分3
次将刘某等工资结清。截
至6月1日，刘某等16人的
工资全部结清。

首府部分公交线路高考期间加车
新报讯（记者 郝儒冰） 为方便高考学生乘公交车前

往考场，呼和浩特市公交总公司拟于6月7、8、9日3天7：
00~9：00，13：00~15：00，对途经考场的线路增加配车数，并
缩短候车间隔，共增加运营车辆150台车。

途经考场的线路：
2中：16、20、21、37、59、72、85、102路
14中：3、27、29、31、56、66、75、89、92、95路、102路、K1

路、青城1号线、青城2号线
38中：19路
1中：3、16、19、38、50、73、K6、201路
5中：7、18、84路
8中：3、16、19、38、50、73、K6、201路
16中：52路
6中：1、27、31、38、59、71、79路、一环1号线、一环2号线
26中：1、26、27、31、50、56、76路
18中：16、27、31、34、60、62、79、K6、201路
29中：50、65、37、82、203路
师大附中：K6、16、18、31、34、62、79、88、98路
北京四中：100、202路
赛罕区民族中学：53、97路

高考即将来临，考生
们常常吃不好、睡不好；情
绪焦虑、身体异样，除了心
理上的疏导，还可在生活
起居、饮食、运动等方面进
行中医调养。

养神健脑：首先是“以
不伤为本”。要避免对精神
的各种伤害，即七情（喜、
怒、优、思、悲、恐、惊）的过
度刺激。第二是“心欲常
静”，即为合理用脑。第三
是避免精神郁闷不舒。

起居有常：考生利用

中午固定休息半小时。古
方中医专家指导，在大脑
疲惫时适当闭目调息吐
纳。

考生学习之余，进行
体育运动可以放松大脑紧
张，身体强健预防疾病。

食补益脑：“饮食者，
养其形”，饮食营养可促进
提高脑力。将健脑食品与
米相配合，做粥食用。如大
枣粥、莲子粥、小米粥等。
水分补充主要靠白开水、
矿泉水、果汁、菜汁。菜品

类可适当增加卵磷脂，多
食用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鱼
类、维生素类的食物，可健
脑、补脑，提高记忆力。

无论最终考试结果如
何，都请同学们保持一颗
平常心，坦然面对一切可
能发生的事情，都能够泰
然处之，并且最终一定能

够收获人生最美好的果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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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治未病科孙威：主治医

师，硕士研究生。擅长诊治

消化系统常见病、多发病，

尤擅长治疗急、慢性胃炎、

消化道溃疡、溃疡性结肠

炎、功能性便秘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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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优良天数255天 今年采暖改用洗选煤

当汗水亲吻草地，当足球

踢进球门，当生命在闪光，梦

想拥抱朝阳，少年们握手、拥

抱、奔跑！你是否早已热血沸

腾，为少年和足球一同欢呼！

5月20日，由中国体育彩
票联合中央电视台共同发起
的《谁是球王》———“新时代
杯”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大赛
全国总决赛在四川成都郫都
区体育馆落下帷幕。

三场决赛分为小学组、初
中女子组和初中男子组，每组
的对阵双方分别为南区和北
区。历时三个月的《谁是球王》
最后阶段进入了点球大战，最
终，南区选手们包揽了三场比
赛的冠军。入选最佳阵容的小
学组选手们，将作为入场仪式
的球童，在俄罗斯世界杯的舞
台亮相。入选最佳阵容的初中
选手，将赴英超曼城俱乐部进

行短期培训。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播

出此次比赛。前国家女足队员
白洁和前国家男足队员李勇，
分别担任南北区的总教练。

男生女生同有足球梦

小学组的孩子们，身体虽
还未发育完全，却已具有永不
服输的精神。

尼加提是来自新疆的北
区选手，2007年出生的他个子
虽不算高，但跑得很快。在场
上和对手的一次碰撞后，尼加
提摔倒了，可他全然不顾，马
上站起来，继续和队友并肩作
战。站起来之后，尼加提跑起
来一瘸一拐，但他尽力奔跑传
球的身姿，依然充满朝气和能
量。

一场激烈的比拼之后，双
方2比2战平。接下来的点球大
战中，南区选手发挥稳定，最

终获得全国冠军。当面对失败
时，尼加提止不住地哭，主持
人让每位小选手发言时，他一
边抽泣，一边酷酷地摆了摆
手。

根据本届《谁是球王》赛
制规定，小学组的队员组成中
必须有两名女队员。而女足姑
娘们，也总会给大家带来惊
喜。小学组的最佳阵容中，杜
健群是唯一的女孩。总决赛
中，她也是南区的主力。

杜健群的哥哥比她大十
来岁，从小也爱踢足球。杜健
群的妈妈说：“以前我儿子踢
球那会儿，出来打比赛都要
交钱。现在比赛不要钱，衣服
也发。”关于体彩公益金对青
少年足球的贡献，她说：“有
了体彩公益金的帮助，孩子
们的足球肯定会踢得越来越
好。”

陕西汉中的留坝县是全
国贫困县，这里出了一位参加
亚足联U-14女足锦标赛的师
晓敏，这对当地的女足队员鼓
舞很大。唐钒和刘雯洁都来自
留坝县，两位姑娘在赛场上表
现出色，在今年的比赛中，一
路过关斩将，踢进了总决赛，
均入选全国最佳阵容。

体彩公益金助力永不停

小学组的阿卜来自新疆
喀什，他的父母靠卖馕维持生
计。因为担心有多余的开支，
父母原本并不支持阿卜踢球。
学校校长和教练与阿卜的父
母做了很多沟通，加上包括体
彩公益金在内的支持，解决了
训练场地、球衣、比赛往返交
通等费用，为阿卜并不富裕的
家庭减轻了很多负担。

三场比赛结束后，四川省
体彩中心副主任吴国栋作为

捐助代表，为湖南省长沙市宁
乡七中进行捐助。

吴国栋表示，体彩公益金
一直支持体育事业，而体彩公
益金支持青少年足球的意义
更加重大：“目前体彩公益金
为青少年修建足球场、捐赠器
材，做了很多硬件方面的支
持。”

总决赛当天成都的气温
达到30摄氏度，选手们挥汗如
雨，观众和工作人员们同样汗
流浃背。《谁是球王》导演窦梦
莎在场上来回奔跑，额头上满
是汗水，却顾不上擦。3个月的
比赛，她每场都在。比赛结束
后，窦梦莎和选手们一一拥
抱。她说：“比赛结束了，我却
并没有释放和轻松的感觉。主
要是很舍不得孩子们，这几个
月我们吃住都在一起，他们身
上有很多闪光点，给我们这些

成人很多启发。”
为支持青少年足球事业

发展，从2009年开始，国家体
育总局每年从体彩公益金中
拨出4000万元专项资金，用
于推广青少年足球、校园足
球。2013年起，拨款金额增至
每年5600万元。谈到体彩公
益金对青少年足球的支持，
窦梦莎表示，体彩公益金解
决了孩子们的一些实际困
难：“教学工作对青少年足球
很重要，但足球装备也是很
重要的基本保障，捐助为青
少年校园足球工作解决了一
部分后顾之忧。”

天色已黑，场馆内依旧沸
腾。将作为世界杯入场仪式的
球童们在场上来回奔跑、欢
呼，在主持人的带领下，全场
高喊：“世界杯，我们来了！”

（包 栩）

逐梦世界杯 为少年喝彩
———《谁是球王》总决赛圆满落幕

新报讯（记者 刘 惠）

6月4日，呼和浩特市人民
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
布会，由呼和浩特市环保
局通报了2017年呼和浩特
市环境质量状况。2017年
依据环境监测结果显示：
呼和浩特市全年优良天
数达到255天，达标天数
比例为69.9%。河流中黄
河、浑河水质状况为良
好，大黑河、小黑河水质

状况有明显改善；湖泊、
水库水质达到相应地表
水功能区标准；城市集中
式饮用水源地取水水质
达标率为100%。城市声环
境质量总体良好。

记者了解到，2016年，
呼和浩特市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达到283天，2017年
优良天数为何会减少？呼
和浩特市环保局副局长
金瑞山解释说，2017年优

良天数减少主要受臭氧
影响，2017年由臭氧引起
的非优良天数达到27天。
今年，首府要重点针对市
四区和开发区的90家包
装印刷行业、干洗和汽修
行业进行整治，为臭氧引
起的环境污染治理打响
第一战。

今年，为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全力推进大
气、水、土壤污染防治，首

府将从控制扬尘污染、燃
煤污染、机动车污染、工
业污染、秸秆焚烧等五个
方面推进。要通过安装视
频监控、设置清洗装置、
裸露土地“全覆盖”等综
合举措，全力提升建筑施
工工地扬尘污染管控水
平。为控制燃煤污染，燃
煤采暖锅炉从2018年采暖
期开始全部改用洗选煤，
年内完成18万户城乡结

合部和旗县政府所在地
居民清洁炉具、洁净煤炭
替换工作；年内开展5个
棚户区、城中村煤改气、
煤改电试点工作。要建立
机动车污染联防联控工
作机制和“环保取证、公
安处罚”的执法模式，对
未参加定期检验、排放超
标车辆依法从严处罚。要
全面实行排污许可证制
度，将所有固定污染源纳

入环境监管范围，无证排
污和排放不达标企业依
法一律关停。要建立秸秆
资源化利用补助资金，启
动实施秸秆综合利用工
程，对于土左旗、托县、赛
罕区秸秆焚烧情况较严
重的地区，今年至少引入
1家秸秆综合利用企业或
成立1家秸秆收储农业合
作社，到2020年底，全市秸
秆综合利用率超过85%。

高考前养生保健

民警帮16位村民讨薪2.8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