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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 水 通 知
兹因配合地铁工程，需对供水管线进行对

接，定于 2021 年 8 月 27 日 15 时——2021 年 8 月

28 日 15 时在下列区域实施停水：

迎泽大街路北（柳巷南路——五一东街南

一巷）

五一广场西路（迎泽大街——起凤街）

望相关区域内的用户周知并提前做好储水

准备，因停水给您带来的不便请予以谅解。

太原供水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8月26日

本报讯（记者 刘涛）为进一步推
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做到适龄
人群且无接种禁忌新冠病毒疫苗“应
接尽接”，做好接种禁忌证明开具工
作，8 月 26 日，市疫情防控办发布消
息，我市指定 14 所医疗机构为开具接
种禁忌证明的定点医院，并明确接种
禁忌判定原则及开具流程。

开具接种禁忌证明的医疗机构均
为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目前，我市
指定 14 所医疗机构为定点医院，分别
是市中心医院医务处、太钢总医院内
分泌科门诊、市人民医院呼吸科、市第
二人民医院防保科、迎泽区中心医院
防保科、杏花岭区中心医院医务科和
急诊科、万柏林区医疗集团中心医院
防保科、太原中西医结合医院防保科、
中化二建集团医院急诊科、古交市中

心医院门诊部、古交矿区总医院医务
科、清徐县人民医院防保科、阳曲县人
民医院医务科、娄烦县人民医院门诊
办。

根据《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技术指
南（第一版）》和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说
明书，接种禁忌判定原则包括以下五
种情况：第一种，对疫苗的活性成分、
任何一种非活性成分、生产工艺中使
用的物质过敏者，或以前接种同类疫
苗时出现过敏者。灭活新冠病毒疫
苗辅料主要包括磷酸氢二钠、氯化
钠、磷酸二氢钠、氢氧化铝。第二种，
既往发生过疫苗严重过敏反应者（如
急性过敏反应、血管神经性水肿、呼
吸困难等）。第三种，患有未控制的
癫痫和其他严重神经系统疾病者（如
横贯性脊髓炎、格林巴利综合症、脱

髓鞘疾病等）。第四种，正在发热者，
或患急性疾病，或慢性疾病的急性发
作期，或未控制的严重慢性病患者。
第五种，妊娠期妇女。

市疫情防控办要求，各定点医院
要成立院内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禁忌症
判定专家组，由神经内科、心内科、皮
肤科、呼吸科、儿科、重症医学科、内分
泌科、风湿免疫科、妇产科、防保科等
专业人员组成，负责对新冠病毒疫苗
接种禁忌症的判定、审核、培训、指
导。指定专门科室具体承办此项工
作，协调相关科室共同配合完成。非
指定医院或未经专业培训的人员不得
开具禁忌证明。

申请开具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禁
忌证明的人员，需提交本人身份证、
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诊疗资

料（包括门诊病历、住院病历和相关
检查检验报告、疾病证明等）。评估
医生查验上述证件和诊疗资料后，结
合问诊和体格检查综合判定，对确属
接种禁忌，出具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禁
忌证明，医生签名，并加盖医院公章，
同时做好信息记录；对不属于接种禁
忌的，无需开具证明，建议接种，并将
相关信息记录在未接种新冠病毒疫
苗人员信息表中。各医院要将每日
收集到的未接种人员信息报送属地
防控办，各县（市、区）防控办要及时
将信息推送到相关地区予以追踪接
种。

开具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禁忌证明
免收挂号费；如无相关疾病证明材
料，需挂号并进行相关检查，费用自
理。

我市14所医院可开具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禁忌证明

情系三句半
富力华庭社区的“阅读悦美华庭之声朗

读社”成立于 2018 年。起初，一些喜欢阅读
的居民聚在一起，朗读经典作品。后来大家
觉得小区环境优美，居民生活幸福，应该创
作一些作品歌颂美好生活。

“起初我创作的是快板。没想到，创作
完成后和社员们沟通，竟没人会打快板。
后经商量，大家觉得三句半这种形式喜闻
乐见，而且容易上手，我便将快板改成了三
句半。”社员马锦绣是一名退休教师，喜欢
文学创作，是三句半表演的主要发起人之
一。

“那时我们刚起步，啥也没有。为了给
邻里街坊带来最好的表演，大家克服困难积
极排练。”朗读社负责人孙金花说。没有鼓
和锣，大家就从家里拿来锅和盆；室外温度
低，大家就聚在地下室排练。经创作、修改、
排练，2019 年 12 月 24 日，首个三句半作品
《赞华庭》在社区迎新年晚会上表演，立刻就
引起了邻里街坊的关注。

随后在 2020 年，她们陆续推出了《战疫
情》《赞华庭二》《迎新年》等三句半作品，并
购买了统一的服装，社区还配置了锣鼓等乐
器，表演越来越正规。

用心来创作
“目前，朗读社的三句半小组共有 9 个

人，平均年龄 68岁。”孙金花介绍。
马锦绣主要负责创作，大多数三句半作

品都出自她的手。其中《赞华庭》和《赞华庭
二》歌颂了巨轮街道富力华庭社区居民的美
好生活，以及文明创建、扫黄打非等社区特
色工作；《战疫情》讲述了疫情防控期间，社
区工作人员、志愿者以及物业人员战斗在最
前沿，全体居民团结一心抗击疫情的故事。

范喜香是一位东北大妈，退休前曾在文

化站工作，2020年 8月才来到太原。起初，她
对三句半没有兴趣，后来逐渐被大家的坚持
所感动，于当年 11月加入，成为了朗读社的

“导演”。“范喜香的作用非常大。过去我们
排练时，只能通过观看视频学习。她加入
后，有了专业人员指导，表演水平提高不
少。”孙金花说。

高丽华、吴雅静等居民也是三句半小组
的骨干。她们排练时精神饱满、态度认真、
全力以赴，希望每次都能把最好的表演带给
邻里街坊。

唱响新风尚
2021年，朗读社的三句半小组接连创作

了《庆七一》《扫黄打非在行动》《接种疫苗
好》等作品，并表演了近 30场，好评如潮。

其中《扫黄打非在行动》这个作品，从创
作到排练，再到首次演出，只用了短短 4天时
间。大家的年纪都大了，记忆力衰退，便充
分利用时间，就连炒菜时也要背词。很多人
的身体不太好，但都能主动克服自身困难，
排练时从不请假。

孙金花告诉记者，邻里街坊都很喜欢三
句半这种表演形式，她们每次排练时周围都
要聚集不少居民，大家专心观看，鼓掌鼓励，
还会提出宝贵意见。除富力华庭社区外，她
们还会去周边社区表演。如今，“阅读悦美
华庭之声朗读社”的三句半表演，在巨轮街
道已经小有名气了。

“邻里街坊这么喜欢，我们肯定不能放
弃。”孙金花说。下一步，她们除了继续表演
三句半外，还会增加快板等形式，并在居民
当中征集作品，希望通过这些喜闻乐见的形
式，唱响新风尚，让文明创建、疫情防控、扫
黄打非等知识融入社区居民的茶余饭后，让
大家能听进去、记得住、做到位。

记者 袁剑锋 文/摄

本报讯（记者 李涛 通
讯员 郭瑶）8 月 26 日万柏林
消息，为扎实推进新冠疫苗全
民接种工作，加快建立群体免
疫屏障，神堂沟社区居委会办
公楼设置了新冠疫苗第一针
临时接种点，将疫苗接种服务
关口前移，让居民在家门口就
能接种疫苗。

“请露出左臂，您今天注
射的是第一针疫苗……”，接
种现场，医务人员的温馨提示
消除了每一位居民的紧张感，
接种完毕后，医务人员不忘提
醒接种者需要注意的事项。
虽是在居委会里接种，但设施

设备和接种流程均完整有
序。预约登记、接种疫苗、留
观等待，在志愿者引导下现场
秩序井然，接种工作有条不
紊。居民当场扫码预约并领
取告知书后即可现场排队接
种新冠疫苗。

此次神堂沟社区设立疫
苗临时接种点，为居民提供了
极大的便利，尤其方便了老年
人。这是街道、社区加速接种
进程，优化接种服务的一大亮
点举措，也使社区居民认识到
疫苗接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提升居民接种意愿，形成“应
接尽接”的浓厚氛围。

本报讯（记者 徐方伟
通讯员 郭瑶）为全面做好市
场监管领域疫情防控工作，8
月 25日，万柏林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对辖区药店、集贸市场、
大型超市和餐饮企业开展疫
情防控实地督查。当天督查
的 118 家商户中，有 7 家从业
者未戴口罩，2家无测温记录，
5家未查验顾客健康码和行程
码。

检查中，执法人员实地查
看上岗工作人员是否佩戴口

罩，经营场所消杀、测温、登记
等防控措施是否执行到位。
同时，查看了冷链食品的赋码
销售、食品安全情况，主要检
查索证索票进货查验制度及
奶制品低温储存等情况，并广
泛开展疫情防控知识宣传，提
高商户的疫情防控意识。对
疫情防控工作落实不到位的
商户，执法人员要求其立即整
改，坚决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
任，确保疫情防控工作落到实
处。

家门口有了
临时接种点

万柏林区督查商户
疫情防控落实情况

宣传文明创建 劝导接种疫苗

自编自演“三句半”“土味”宣传接地气
“喜庆锣鼓敲起来，我们

四位走上台，今天说说种疫
苗，好！”8 月 25 日上午，在杏
花岭区巨轮街道富力华庭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党群议事厅
内，孙金花正带领“阅读悦美
华庭之声朗读社”的几名成
员，排练最近创作的三句半

《接种疫苗好》。从成立至
今，该朗读社已陆续创作了 7
个三句半作品，表演了几十
场，内容涵盖文明创建、疫情
防 控 、扫 黄 打 非 等 多 个 方
面。 这 种 接 地 气 的 宣 传 方
式，得到了邻里街坊的一致
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