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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农民工接近3亿 半数是80后

库存跌至6万余毫升
内蒙古血液中心
紧急倡议捐血

5版 兴蒙乡蒙古族：
一直眷恋着大草原

爱心义卖
2月21日，学生们在文化创意集市上推销自己制作的工艺品。当日，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举行中小学“爱心文化创意集市”活动，各校

学生在集市上展示和销售自己制作的工艺品、绘画和泥塑作品等，义卖所得将用于帮助贫困学生和留守儿童。摄影/本报记者 牛天甲

新报讯（记者 段丽

萍） 2月20日，全区推进
居民电子健康卡应用工作
会议暨电子健康码首发仪
式在巴彦淖尔市举行，这

标志着我区居民就医进入
了“扫码看病”新时代。

据介绍，居民电子健
康码是用“二维码”取代原
来的实体居民健康卡。电

子健康码是每一位居民
在全国通用的就诊服务
卡，也是保障城乡居民实
施自我健康管理的重要
基础工具；不但是获取连

续医疗服务和免费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的记录卡，
还是动态掌握个人全生
命周期电子健康档案的
管理卡。“普及应用电子健

康码，不但能够全面实现
实名制就医、公共卫生管
理和健康服务的‘一码通’，
还能解决目前普遍存在
的医疗机构‘一院一卡、重

复发卡、互不通用’现象，破
解群众就医的堵点问题，
从而实现全区各级各类
医疗卫生机构服务‘一码
通’应用。 （下转2版）

我区居民就医进入“扫码看病”新时代
斩获金球奖
武磊王霜隔空约战

新华社消息 2月20日，
以“树立中国
足球榜样，点
亮热爱之路”
为主题的2018
中国金球奖颁
奖典礼在上海落幕。武磊
斩获2018中国金球奖，女
子金球奖则被加盟大巴黎
的王霜夺取，金帅奖则归
属山东鲁能主帅李霄鹏。

当天的颁奖典礼可谓
星光熠熠，国足前主帅米
卢、上海市足协主席朱广
沪以及2007年金球奖得
主、巴西球星卡卡、上港

“指挥官”奥斯卡均亮相颁
奖典礼。最终，以联赛金靴
身份带领上海上港首夺中
超冠军的武磊强势夺得
2018中国金球奖，在中国
女足和巴黎圣日耳曼皆有
亮眼表现的王霜成功卫冕
女子金球奖，金帅奖归属
带领山东鲁能拿到联赛第
三并打进足协杯决赛的本
土主帅代表李霄鹏。

虽然武磊和王霜均在
国外征战无法来到现场领
奖，但一项“黑科技”弥补
了他们无法亲临现场的遗
憾———利用全息投影技
术，武磊出现在舞台中央，
向培养自己的徐根宝指
导、上海上港俱乐部以及
所有中国球迷表示感谢。
借助中国金球奖这一平
台，中国男女足最优秀的
两位球员还进行了一场

“隔空对话”：王霜还向武
磊发起挑战，比拼两人
2019年的进球数和助攻
数，武磊则接受了挑战。获
奖之后他也表示，2019年
的首个目标是尽快在西甲
取得进球。 （朱 翃）

张玉宁留洋归来加盟国安？
《新快报》消息 2月20日，北京媒体纷纷报道，

目前租借效力于荷甲海牙队的中锋张玉宁考虑回国
发展。张玉宁的父亲张全成表示，张玉宁团队的确在
和北京国安俱乐部进行谈判。

在中国足坛的95后球员中，张玉宁算是名气最大的一位。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与中国前国脚“撞名”，还在于他18岁就留洋
欧洲，先后效力过维特斯（荷甲）、不来梅（德甲）和海牙（荷甲）
等多家欧洲老牌俱乐部。2016年6月，19岁的张玉宁就首次代表
国家队出场。

不过张玉宁近两年的发展远远低于预期。2017年夏天离开维
特斯之后，张玉宁以900万欧元的“天价”转投英国球队西布朗维奇。

受限于劳工证，张玉宁被先后租借效力不来梅和海牙，但根本
没上场比赛的机会。在不来梅的一个赛季里，张玉宁出场次数为
零，甚至连比赛名单都很少进入；去年夏天转至海牙，张玉宁依然
得不到重用，本赛季至今只获得6次出场机会，且全部都是替补，加
起来117分钟！一年半时间里只有如此“可怜”的比赛机会，张玉宁
的职业生涯正在面临抉择。对一名球员来说，20岁到22岁是走向成
熟的关键期，而连续两年打不上比赛必然会影响他的未来发展。

目前，张玉宁的所有权仍属于英冠球队西布朗维奇，以张
玉宁现在的条件，是无论如何也拿不到劳工证的，不仅英格兰
联赛踢不上，就算去苏格兰同样没可能。当然，继续在荷甲“浪
费时间”恐怕也不是个好主意，严峻的现实让张玉宁终于开始
思索回国发展。最终，张玉宁与国安达成了目标意向。

国安俱乐部表示希望能够在前锋、边后卫等位置上进行补
强。此前，国安曾把目标锁定在河北华夏中锋董学升和天津天
海中锋杨旭身上，但报价都未能让对方满意。最终选择张玉宁，
的确可以说是退而求其次的一拍即合。单就能力来看，张玉宁

也的确可以加强国安攻击线上的人员储备。
因为张玉宁的转会涉及海牙、西布朗维奇和国

安3家俱乐部，所以转会运作要更麻烦一些。尽管如
此，张玉宁的父亲张全成仍然对转会表示乐观，他
在接受采访时确认了与国安的谈判，并认为在2月
28日中超转会窗关闭前能够完成转会。（王 敌）

《新民晚报》消息 “很
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
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
飞去。”江苏男篮总经理史
琳杰20日在朋友圈发了这
样一句歌词，送给再度来
CBA打球的江苏队前外援
布鲁克斯。

布鲁克斯这次可不是
回江苏队，他加盟的是领头

羊广东队，与他一起加盟的
还有上海男篮前外援比斯
利。两人都是身材高大、技
术出色的锋卫摇摆人，再加
上依然留队的外援威姆斯，
广东队这一针对性阵容调
整也被认为是目标直指卫
冕冠军辽宁队———鉴于其
他球队都有短板，本赛季的
CBA总决赛很可能将演变

为辽粤“二人转”。
本赛季，广东队和辽宁

队是CBA群雄中整体状态
最好的，两队目前也排名前
两位，在常规赛仅剩6轮的
前提下，常规赛冠军也将会
在两队中产生。

对于广东队来说，今年
将是夺取本队历史上第九
个总冠军的最佳时机。一方

面，少帅杜锋对于广东队的
调教非常成功，该队的攻击
力无出其右。另一方面，国
手周琦从NBA回归后加盟
辽宁队，但是限于CBA规则
今年无法出战，考虑到明年
他将令该队实力上更上一
层楼，今年也是广东队争冠
的最佳时机。

正是为了增加夺冠筹

码，广东队在两名外援并无
太差表现的情况下，不惜重
金再次升级阵容，引进了被
NBA球队裁掉的布鲁克斯
和比斯利。据透露，比斯利
与广东队的合同仅为两个
多月，合同价值大约为200
万美元，如此大手笔的投入
也让外界感受到了该队对
于总冠军的渴望。（李元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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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天夺3冠 苏炳添跑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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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晚报》消息 2月
21日凌晨，在国际田联世
界室内巡回赛德国杜塞尔
多夫站的比赛中，苏炳添
以6秒49的成绩轻松摘得
男子60米冠军。在8天中，

苏炳添参加的爱尔兰阿斯
隆、英国伯明翰、德国杜塞
尔多夫3站60米比赛全部
夺冠，两次跑进6秒50，并
创造了男子60米今年世界
第一和第二好成绩。

再次夺冠后，苏炳添
和大家分享了这次比赛的
感受，“起跑反应是近两年
来最好的，今天没有把握
利用好起跑快的优势有些
可惜，但整个比赛的节奏
跑得不错”。

尽管5年来首次在家过
年，但苏炳添今年的冬训始
终没有懈怠。“苏炳添知道
自己的弱点在哪里。”外教
兰迪表示，今年冬训重点训
练目标，就是解决苏炳添脚
踝和小腿的力量及爆发力
短板，“这是他最大的弱点

之一，他还不知道怎么去利
用反弹力保持速度。如果能
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那么他
还能继续进步。”

经过了这次的冬训，
苏炳添对技术上的缺陷和
不足进行了积极调整。在
21日结束的杜塞尔多夫
站，飞人起跑反应时达到
了0.124秒，从3场室内赛可
以看出，苏炳添的冬训效
果是令人满意的。

60米比赛跑进6秒50，
曾是苏炳添望尘莫及的目
标，就好像100米要中国人

跑进10秒以内一样，曾被
认为没有太多希望。然而，
如今的苏炳添，让跑进6秒
50成为家常便饭。

2019年不算大赛年，但
已经进入2020年东京奥运
会备战的冲刺期，意义也不
言而喻。4月的亚锦赛、9月
份的世锦赛自不用说，5月
份的世界接力锦标赛，更是
会直接影响到明年奥运会
的参赛资格。在赛季开始就
迎来开门红，苏炳添也毫不
掩饰自己对突破的向往：

“一直以来的目标就是打破

9秒90这个终极关口。我现
在已经具备这样的能力，就
看能不能在比赛中发挥出
实力了。”

苏炳添退役的消息，
去年一直在传，可是通过
科学训练，他的成绩一再
突破，2020年的东京奥运
会，仍会有他的身影。职业
生涯的最后一届奥运会，
苏炳添希望自己能够进入
100米决赛，“同时也帮助
中国接力队在奥运赛场拿
到更好的成绩，比如奖
牌。” （厉苒苒）

广东男篮升级阵容剑指辽宁

苏炳添（左）在比赛中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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