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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饮料
是否人人适合

据《华商报》报道，86 岁的
张先生是陕西商洛市木材公
司的退休职工，他在 3 年前就
通过原单位递交申办社保卡
的资料，却一直没有领到社保
卡。近日，在被药店告知医保
卡已停用后，张先生再次向原
单位社保经办人员询问社保
卡的下落。但经办人员亦表
示无奈，称其之前已多次就张
先生等 4 名离退休人员未办卡
的问题向社保部门反映，并配
合提交资料，但就是没结果，
她也不知道问题在哪。
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
的完善，社保卡“全国通”已稳
步推进多年。根据制度设计，
不论是在职职工，还是离退休

职工，都要实现人手一张统一
标准的社会保障卡。商洛市
木材公司单独出现 4 名离退休
人员没办好社保卡，本就有些
蹊 跷 。 然 而 ，更 富 戏 剧 性 的
是，近日在记者介入下，商洛
市人社局通过系统查询发现，
张先生的社保卡已于 2016 年 9
月 27 日发放至社保卡服务窗
口，一直没有被领取，属于滞
留卡。如此“虚惊一场”，使得
从申办、制卡到发卡整个工作
链条中的衔接漏洞暴露无遗。
按照商洛市人社局的说
法 ，滞 留 卡 主 要 涉 及 工 作 变
动、离退休的职工，社保卡服
务窗口无法联系到个人，只能
通过单位经办人员来领。而

贵报 5 日健康版刊登《运
动不宜喝纯净水》一文，为夏
天坚持运动的人提了个醒，
但
我也有疑问：
运动饮料是否适
合所有群体喝，尤其是老年
仗义执言
人？
（山西运城 吴浩君 68 岁）
编辑刘惠回复：
运动饮料
主要是为应对球类、马拉松、
骑行等大运动量活动后可能
出现的脱水、
电解质紊乱等症
据报道，7 月 4 日上午， 标识的商家远远不足半数。
状的，
对健康老年人来说并没
深 圳 市 第 二 轮 控 烟 战 首 次 针对有吸烟习惯的学生，有
有什么问题，
但最好采用少量
“回头看”，经执法人员调查 超过 7 成表示自己在买烟时
多次的喝法，
以免对体内循环
取证，现已对坪山区涉嫌非 从未被拒绝。
系统造成负担。但患有糖尿
法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制品
根 据《未 成 年 人 保 护
病、
高血压、
肾病、
心功能衰竭
的商家立案查处，如查实，商 法》：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
等疾病的老人，
不太适合饮用
家将面临 3 万元的罚单。据 酒。但现实中，有多少商家
运动饮料。因为运动饮料中
悉，这将是全国首例针对非 向未成年人售烟？2018 年
含有的部分成分，
会增加患者
法向未成年人售卖烟草开具 世界无烟日青少年控烟活动
的身体负担。比如，
有的饮料
的罚单。
透露，中国青少年吸烟率达
中钾离子含量较高，
还含有微
此前就有媒体调查，深 6.9% ，尝 试 吸 烟 率 高 达
量食盐，
高血压和心脏病患者
圳 中 小 学 中 有 超 9 成 学 校 19.9%。深圳此次对不法商
饮用后增加心脏负担，
或出现
100 米内有烟草销售点，
而设 家“动真格”，颇有标杆意义，
血压升高的情况。而含咖啡
置“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 也值得各地借鉴。
（湖南常德
因的饮料会加重神经衰弱、
失
草制品”和“吸烟有害健康” 戴先任 55 岁）
眠等症状。另外，
12岁以下的
儿童也不建议喝运动饮料。

商洛市木材公司经办员陈女
士称，她未收到关于此卡已发
放的信息，也未打听到此卡放
在社保卡服务窗口的消息。
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是，在
张先生的社保卡“吃灰”近两
年的时间里，未曾有人帮他查
询到制卡的进度，也未曾有人
将领卡事宜通知到其原单位
经办员本人。到底是相关系
统对查询权限有所限制，还是
相关工作流程缺乏刚性约束，
抑或只是相关工作人员缺乏
主动性？但这些本不应该成
为问题，更不应该在媒体介入
后才出现
“神逆转”
。
我国社保卡持卡人数在
2017 年已突破 10 亿级规模，
根

据规划，
社保卡到
“十三五”
末将
覆盖 90%的人口。可以想见的
是，
在社保、
医保实行一卡通改
革的背景下，人手一张的社保
卡将在百姓生活中发挥不可替
代的作用，
尤其对老年人而言，
越来越多的社会福利也会与社
保卡挂钩。比如，广州市的老
年食堂这个月就已经试点刷社
保卡就餐；在人社部要求全面
取消领取社保待遇资格集中认
证后，社保卡的使用痕迹也必
将纳入到大数据比对、身份认
证等环节。那么，各地社保部
门有必要加大对社保卡申领程
序的督查力度，
尤其是对于那些
滞留卡要及时清理，
发放到人，
别再让它们在角落吃灰了。
河流黑臭难入眼，
调水稀释遮软肋。
临时达标骗检查，
根本措施不到位。
环境整治乃要务，
顶风作案终触雷。
问责厅官敲警钟，
劝君莫搞假作为。
文/方知 图/朱慧卿

向未成年人售烟就该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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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高岂是教师资格拦路虎

“读了四年大学，入学体
检都过了，临毕业却说教师
资格证有身高限制，那怎么
办？”据媒体近日报道，来自
贵州的女生小李反映称，自
己是陕西师范大学的免费师
范生，即将毕业却因身高不
足 1.5 米无法取得教师资格
证，甚至面临违约。陕西省
教育厅对此回应，可特事特
办，
计划明年取消身高限制。
对于士兵、飞行员等特
殊职业，在身高方面设置一

定的门槛，可以理解。但教
师资格，显然只与教学技能
和师德素养有关，
与身高并不
存在任何直接关系。同时，
既
然学校入学未对身高做出限
制，
那么教师资格证同样不该
设置障碍。更何况，
作为上位
法的教师法、
教师资格条例等
都未对身高做出限制，
地方上
岂能公然增设此种不合理的
限制？这不仅涉嫌歧视，
而且
有违依法行政原则。
（广东广
州 启木 50 岁）

广东多名厅级干部
“假装治污”
被问责
广东省纪委监委日前通报，
广东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最近
对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的案件进行问责，
涉及失职失责党员
干部 342 人。其中，
清远市在黑臭水体整治工作中不认真履
行职责、
弄虚作假，
有23人被查处、
5名厅级干部被问责。

街谈巷议

用技术化解老年大学报名难
广西老年大学最近开始新
学年报名招生，在招生第一天
的早上 6 点多，前来报名的人
员就已排起了长龙。实际上，
最近，上海、湖北、江苏等地的
老年大学也都有类似消息，更
有个别办学点出现老人凌晨三
四点钟排队报名的现象。
老年人求知若渴的激情固
然值得赞赏，但年年起早争报
名名额却不见得是
“老有所学”
的正常现象。老年人需如此劳
神费力去报名，不外乎两个原
因，
一是老年大学资源有限，
二
是报名渠道有限、
方式落伍。近

年来，
尽管各界都在呼吁大力扩
充老年教育资源，
但这毕竟不是
一蹴而就的事情。那么，
在尚不
能一下子解决入学难的现状下，
既有老年大学能不能至少别让
老人报名都这么折腾呢？最
近，新闻报道说青岛市老年大
学今年首次实行网上报名，往
年人山人海提前排队报名的场
景消失了，
而不会上网的老人也
还是可前往学校报名。这样的
举措，
我想对各地老年大学来说
并不难实现，
却能减轻很多老人
的体力负担。
（江苏扬州 苏大
北 56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