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0名成都幼儿“请假数据”大调查

每年这四个月 娃娃发病请假最多
成都商报记者
王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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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漫的节奏是青春的悦动，经典的歌曲
是不朽的情怀。作为2015成都国际动漫游
戏展暨爱奇艺动漫游戏嘉年华的重头戏，组
委会耗巨资邀请了NOB（山田信夫）、谷本
贵义、松本梨香、吉田仁美等九大传奇声优，
他们将在“聆·音-日本声优演唱会”上一一
献上自己的经典曲目。同时，各路动漫爱好
者们将齐聚成都，现场聆听到群星们的经典
歌曲，也通过那些熟悉的乐曲点燃自己对动
漫的激情，共享动漫的魅力与活力。

九大国际声优空降，阵容空前

本次活动邀请来九大国际超人气声
优，他们将展示自己充满魅力的歌喉，让
你随着他们的音符尽情律动，体会二次
元的愉悦与自在。

作为动漫界的人气声优，NOB（山田

信夫）曾献唱《圣斗士星矢》初代主题曲、
东映“战队系列”主题曲等，经常被邀请参
加在南美洲、欧洲等世界各地举办的演出
活动。近年来频繁被各大动漫演出邀请的
织田香织曾演唱过《荒野兵器》《永生之
酒》《翼之奇幻旅程》等动画与游戏的主题
曲。人气动画《绯弹的亚里亚》的主题曲演
唱者中野爱子也将来到活动现场，她近年
来不仅与悠木碧、南里侑香、山口理恵等
多位人气声优合作，同时包揽了人气动画

《绯弹的亚里亚》部分歌曲的填词工作。
九大声优都是动漫迷心中的男神、女

神，演唱的作品可谓是首首耳熟能详，从
《圣斗士星矢》《银魂》到《龙珠》，首首都是
动漫迷心中的经典。这样超人气的声优阵
容来成都表演，实属首次，一定让粉丝们
嗨爆全场。凡购票进场的用户均有机会参
与抽奖，百元演唱会门票大奖等你来拿。
“聆·音-动漫歌曲演唱会”

时间：2015 年 12 月 12 日、12 月 13

日 15：50-18：30
地点：成都·东郊记忆·演艺中心

大麦购票电话1010-3721

动漫游戏，点燃青春的热火

动漫游戏是青春的故事，是众多80
后、90后甚至00后的心中珍宝。伴随着动
漫的音乐，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
青春激情，重温自己最心爱的动漫故事。
在演唱会现场，无论是《圣斗士星矢》，还
是《银魂》《吸血鬼同盟》，声优们都将用自
己细腻的歌声为你再现动漫中的经典角
色，触动你内心深处的温柔，让你随着歌
声情不自禁地跟着节奏起伏，体验动漫
角色带来的感动、激情和愉悦，从而真实
回归到内心的自我，感受起身边那些快
乐、感动、释怀和追忆……

2015
成都国际

动漫
游戏展
暨第四届爱奇艺
动漫游戏嘉年华

系列报道

本周末 日本声优唱响东郊
充满回忆的声音，体验零距离震撼

有你爱的声音，也有你爱
的角色

据组委会介绍，本届活
动获得了动漫强国和国际知
名声优、一流动漫 Coser 的鼎
力支持，现场活动覆盖专业
人士板块、动漫爱好者板块、
大众娱乐三大板块。动漫爱
好者板块除了动漫音乐会，
还有 COSPLAY 盛典及展演
等。《航海王》《名侦探柯南》

《银魂》等众多国际知名动漫
角色也将在现场与你如期相
会，一定让动漫爱好者们不
虚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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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 七中附小为商报读
者打造专属“校园开放日”

成都商报讯（记者 樊英）明
日，成都商报“万名家长进校园 认
识身边的好学校”活动的首批家长
就将出发，走进本次活动的首站学
校——成都七中初中附属小学。

昨日，本次活动首批参观的学
校时间也已经敲定，分别是：电子
科大附小，12 月 10 日上午 9 点；泡
桐树小学西区分校，12月16日上午
9点半；成都市实验小学，12月25日
下午 2 点；石室联合中学，12 月 16
日下午2点半。

只要关注成都商报亲子读者
互动平台微信公众号“成都儿童
团”，在对话框里输入“家长姓名+
手机号码+最想去的学校名称”，就
可专享成都
商报读者的

“校园开放
日”，进入到
学校内部，
体味学校的
文化和教学
特色了。

宝宝年龄越小越容易生病

从事幼儿保健工作已经超过20年
的曾乔颖医生，长期担任四川大学华西
幼儿园的专职保健医生，她与四川大学
华西公共卫生学院教师沈丽琴联手，根
据9月~次年7月之间该园一整年约400
名幼儿的每日因病缺课统计记录。

曾乔颖分析了孩子们患各种疾病
的季节、年龄等规律，这项研究还发表在
了专业医学刊物上。“用幼儿园因病缺勤
的记录来反映孩子们一年四季生病的规
律，是很有代表性的，”曾乔颖医生说，

“因为幼儿园的日常考勤没有中小学严
格，请假相对容易，孩子生了病却‘硬撑’
着来上学的情况比较少。”她通过研究发
现，在大、中、小、婴4种年级中，3~4岁年
龄段的婴班、小班的全年因病缺课率明
显高于5~6岁的中班和大班。

幼儿呼吸疾病请假占八成

从月份来看，各年级都在10月、11
月和3月、4月因病缺课率较高，表明秋
冬、春夏季节交替更换之际幼儿容易
生病，且各年级都以呼吸系统疾病的
因病缺课率最高。

幼儿园的日常病假中约有80%都

是因为感冒咳嗽这一类的呼吸系统疾
病。以缺课率最高的婴班为例，因病缺
课人天数全年合计为867，各类疾病的
排名依次为：呼吸疾病、消化疾病、五官
科疾病、传染疾病、过敏疾病、意外伤害
和其他疾病，其中呼吸疾病因病缺课人
天数达685，占79%。

但10月份数据显示，小班和婴班
传染性疾病突然增高，小班缺课率达
2.72%，婴班为 1.13%，全部为手足口
病。据曾乔颖介绍，手足口病以婴、小
班发生最多，与手足口病的高发年龄
为3岁及以下的婴幼儿一致。

3~4岁宝宝容易出现意外伤害

从数据可以看出，小班3月意外伤
害缺课率为1.82%，高于其他年级，曾
乔颖认为是春季气温开始升高，幼儿体
育活动和户外游戏增多，而小班幼儿平
衡协调能力还不完善，安全意识不强，
导致意外伤害较高。

“数据表明，婴班和小班的幼儿更容
易生病，也更容易受到意外伤害，这一点
和我常年作为幼儿保健医生的工作经验
是吻合的，所以我们一直提醒家长和老
师，应该重点关注3~4岁幼儿的健康，尤
其是在秋冬相交和春季时分。”曾乔颖说。

昨日上午，九里堤西路某小区内，一
名 5 个多月大的男婴被发现溺死于家
中。让人震惊的是，根据警方的初步调查
结果，溺死婴儿的不是别人，正是男婴的
父亲刘云（化名）。

据了解，刘云今年 43 岁，是市内某
医院的医生。据知情人士透露，几个月
来，刘云长期睡不着觉，工作压力巨大。
目前，警方正对此事进行调查。

婴儿溺亡 凶手初步确定是娃娃父亲

昨日上午，成都商报记者在现场看
到，一辆车身上写着“刑事勘查”的警车，
停在小区 8 栋楼下，几名警察正在事发
现场调查取证。下午1时，三名警察再次
来到该小区，从事发户家中，取走了一个
婴儿澡盆。

据小区一名环卫工人称，事发户家
中共有两名小孩。“大的10多岁了，读初
中了，小的是今年6月份才生的，只有几
个月。我经常看到他们一家人推着小娃
娃出来耍。”这名环卫工人说，孩子的父
亲刘云是一名医生，平时看起来人很斯
文，性格比较内向，不喜欢与人交流。“他
一般不会主动和人聊天，有时候我看到
他了，跟他打个招呼，他最多点下头。”

多位小区居民称，这名婴儿是被他
的父亲刘云溺死的。“今天早上他把娃娃
弄死的，现在人已经被警察带走。”一位
小区居民说。

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从警方处
得到消息：根据警方初步调查，这名5个
多月大的婴儿，确实被父亲刘云溺死。但
对于更多情况，警方表示，目前案件正在
调查中，无法提供详情。

成都商报记者从熟悉刘云的知情人

士处得知，刘云今年43岁，是一名医生。
“他（刘云）最近换了一个医院上班，到一
个新的工作环境，上班地点又远，工作压
力很大，天天都睡不着，已经持续两个多
月了。他想到了死，想把娃娃一起带走。”

这位知情人士称，死亡的婴儿是刘
云的第二个儿子，“他不是不爱娃娃，相
反，他是太爱这个娃娃了。他想到他如果
自杀了，留下娃娃一个人在世上太可怜，
他想把娃娃带到一起……”这位知情人
士还透露，当时，刘云溺死了儿子，自己
也准备自杀。“家人发现他时，他身上有
刀伤，但并不致命。”

嫌疑人身份：曾任某医院科室主任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刘云曾长期
在一行业系统医院工作，是该院一科室

主任。最近两个多月，他的工作变动，到
成都市内某三甲医院肾内科工作。

公开资料显示，刘云，主任医师，毕
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中国血液净化管
理委员会血管通路中心四川学组委员，
四川省医师协会肾科分会委员，四川省
肾脏病学质控中心专家组成员，成都医
学会肾脏病专委会委。擅长各种原发、继
发肾小球疾病诊治，曾在各级医学刊物
上发表论文多篇，省级科研4项。

刘云先前工作过的医院一位工作人
员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刘云之前确实曾
在该院工作，担任该院科室主任，但在两
个多月前，已经前往另一家医院上班。

而刘云目前工作医院肾内科的一位
工作人员则表示，刘云目前没在医院上
班。“他家里有点事，请了假，可能要过几

天才来。”这位工作人员称，两个多月前，
刘云到医院后，在该院肾内科血液透析
中心工作。

同事：他曾称工作压力大

刘云目前工作的医院一位同事告诉
成都商报记者，刘云在血液透析中心，主
要为病人做血透检查等工作。“血透中心
的工作繁琐，他之前曾给我说过，工作压
力很大。”这位同事称，到新的工作环境
后，刘云曾向他说，医院离家太远了，“血
透中心上班比较早，晚上有时候会加班，
可能是有些压力。”

同时，这位同事分析，更换工作环境
后的落差，也可能是造成刘云工作压力
大的原因。“他到医院后，目前医院还没
给他安排职务，也没坐诊。先让他在血透
中心，手底下带两名医生。当时也有人给
医院说过，他以前在其他医院是主任医
师，还是要尽快给他安排一下，但这个事
情要按程序来。”但据另一位同事说，是
因为担心新的工作会给刘云造成压力，
刘云目前所在医院科室的领导曾为此找
他交流，刘云当时的表态是，“没事，我只
是想好好当个医生。”

有同事则表示，感觉到工作压力大
之后，有一次刘云还向院长提出过，想调
回原来医院工作。因为来该院工作的时
间并不长，大多数同事对刘云了解不深。

“他平时给人的感觉是性格随和，没觉得
有什么。只是，前段时间，刘云曾说过，他
的大儿子患有细胞瘤，他说好像有恶性
的可能，目前又有复发的迹象，他很忧
虑。”一名同事说。

目前，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成都商报记者 胡挺 摄影记者 鲍泰良

卤鸡脚加亚硝酸盐
三人吃了中毒

崇州 69 岁的黄婆婆家住崇州
市三江镇，为了让自己卤制的鸡脚
有卖相，便往里面添加了亚硝酸盐，
但她都严格控制剂量，每次大概放
2克至3克。但今年5月1日，黄婆婆
回忆称，当天她的高血压犯了，就把
亚硝酸盐当成盐巴加多了。最终造
成舒女士等3名女性购买食用后均
出现急性亚硝酸盐中毒。

经检验，黄婆婆生产和销售的
卤鸡脚中亚硝酸盐含量为4048mg/
kg（标准规定为 30mg/kg）。庭审中
黄婆婆自愿认罪，有悔罪表现，结合
其犯罪情节较轻，无再犯罪的危险，
宣告缓刑对其所居住的社区无重大
不良影响，决定对其从轻处罚并适
用缓刑。

近日，崇州法院判决黄婆婆犯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两年，并
处罚金二千元；禁止被告人黄婆婆
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食品生产、销
售活动。对扣押在案的腌卤制品、亚
硝酸钠，予以没收。

崇法 成都商报记者 王英占

幼 儿 园 的幼 儿 园 的
365365天里天里，，哪些哪些
月份是月份是““疾病高疾病高
峰峰””期期？？

幼 儿 扎 堆幼 儿 扎 堆
的场合的场合，“，“疾病疾病
排 行 榜排 行 榜 ””是 怎是 怎
样的样的？？

在 幼 儿在 幼 儿
园园 ，，什 么 年 龄什 么 年 龄
段的幼儿最容段的幼儿最容
易生病易生病？？

43岁医生亲手溺死5个月大儿子?
邻居说嫌疑人已被警方带走 警方表示目前案件正在调查中

四个方面保护娃娃远离疾病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急诊科主

任左立旻说，“医生常常在治疗中发现，
孩子的病本来都痊愈了，一去幼儿园又
复发了，这就是反复被感染。所以孩子生
了病应尽量在家休息，起到隔离的作
用。”赵娟医生提醒家长，“体质改善是个
长期的过程，家长可以从衣、食、住、行四
个方面注意保护娃娃，远离疾病。”

穿衣方面，初冬不要给孩子穿得
过厚过暖；饮食方面，膳食营养要均
衡，多吃新鲜蔬菜水果；居住方面，家
里要干净舒适，注意通风；行动方面，
儿童天生好动，最好保证两个小时户
外运动时间，充分锻炼身体。

昨日，四川大学华西幼儿园通过成都商报首次发布《幼儿园因病缺课
的现状分析》的流调报告，通过对400名成都幼儿在365天内“因病缺勤”
的数据，全面分析了幼儿园的“四季疾病谱”，其中每年有4个月份是疾病
高发期，呼吸系统疾病排名第一。目前，通过成都商报记者调查，各幼儿园
已经进入了冬季发病请假高峰。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专家提醒，为了
防止在幼儿园的交叉感染，幼儿“躲病”是很重要的预防方法。在幼儿园疾
病集中暴发时期，家长不妨为宝宝请假，来达到隔离病毒的作用。

班里34个娃娃 11个请病假
“秋冬之交确实是娃娃生病比较集

中的一个时期，一方面是降温引起的感
冒发烧，另一方面是手足口病一类的肠
道传染病也进入流行期。”成都市第十
六幼儿园有300多个孩子日常就读，驻
园保健医生赵娟给成都商报记者看了
该园11月的每日出勤记录，其中11月
19日写着：小（1）班34个孩子中，2个因
手足口病请假，3个因疱疹性咽峡炎请
假，还有2例咳嗽、1例上呼吸道感染、1
例肠痉挛，还有2个孩子为“躲病”请假。

赵娟等多位幼儿园保健医生总结，
幼儿因病请假排名第一是冬春季多发的
呼吸系统疾病，然后依次是夏秋季节多
发的消化道疾病（拉肚子、积食等）、春季
易发的过敏性疾病等，至于手足口病、疱
疹一类的传染性疾病则有偶然因素。

解析报告：365天的研究揭示

家长们如果
想收藏幼儿园宝
宝防病知识，可扫
码关注“四川名
医”微信后，在对
话框输入“幼儿”
即可收到回复。

成都小学娃娃编出英语教材

昨天，一本名为《泡泡口语宝
典》的英语书在成都市泡桐树小学
的升旗仪式大会上亮相。泡桐树小
学英语组组长廖燕青老师告诉记
者，这本书是泡桐树小学的8名优
秀的学生共同头脑风暴而成，通过
英语老师和外籍专家的润饰，最终
形成这本包含问候、美食和旅游等
篇章的精彩英语口语插画。

灵活地道的口语插图，赢得了
北师大外语专家的青睐。北师大外
语专家赵春生说，这本书源于学生
的日常生活，表现的是学生眼里的
周围世界。小朋友还用漫画形式绘
制了情景，呈现出相关的语境，而
且这些语言鲜活地道，是从教材中
学不到的。廖燕青透露，《泡泡口语
宝典》或将在2016年6月出版5000
余册，“这将作为我们泡小的校本
教材。”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樊骥君

昨日，警车停在该小区8栋楼下,现场调查取证

记/者/调/查

制图 董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