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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仓一荣）今冬全国首个
寒潮预警，冷空气影响沈城的实力尤为强劲。省气象
部门预计，今天和明天早晨，沈城将连续两天迎来
-19℃的最低气温。逼近-20℃的寒冷天气，这是沈城
冬天真正的寒潮考验。
此前，省气象灾害监测预警中心曾针对此轮寒潮
天气过程发布寒潮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7日早晨，
大连北部、鞍山南部、抚顺、本溪、丹东地区最低气温
较5日下降8~12℃，
其他地区下降4~8℃。预计7日早
晨，
沈阳、抚顺、
本溪、阜新、
铁岭、朝阳地区及岫岩县、
宽甸县最低气温-21~-17℃；大连市区、金普新区、
旅顺口区、长海县-10~-8℃；其他地区-16~-11℃。
省气象部门预计，
今天，
午后最高气温下降到仅有
-10℃。
毫无疑问，
今天是沈阳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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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沈阳迎来一场降雪，气温随之下降
■华商晨报记者 蔡敏强 摄

民生关注 我的追问与你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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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城全市
“遍地开花”
冰雪节将有6大主题100余项冬季旅游活动
推出10条沈阳冬季特色旅游线路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杨晓明）昨日，
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
“2018—2019中国沈
阳冬季游暨沈阳国际冰雪节”
活动即将启幕。
本届冬季游活动将充分利用沈阳冰雪
旅游资源优势，融合历史文化资源特色，以
“冰雪”
为媒，
开展6大主题100余项冬季旅游
活动，
形成全民上冰雪，全域冰雪游，多产业
融合发展的旅游大格局。同时，
推出10条沈阳
冬季特色旅游线路，为海内外游客奉献具有
沈阳特色的冬季旅游大餐。

全民娱乐
政府企业学校都参与

外，
今天白天沈城天气还伴有3~4级的偏北风，
体感就
更加冷了。好在未来几天，
沈阳还有一次气温回暖缓冲
的机会。
今天，我们迎来了“大雪”节气，这标志着仲冬时
节正式开始。大雪节气到来，
天气将更加冷了，
降雪也
可能将更加频繁。
昨天，沈城已经迎来了一场中雪天气。监测显示，
2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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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降雪量1.
苏家屯地区的降雪量最大，有2.
毫米。全省范围，降雪集中在东南部，大连、鞍山局地
出现大雪。
今明后3天，
沈阳天气晴朗，
提醒需要注意的还是
寒潮过程和雪后道路湿滑情况，
建议公众应做好保暖
和防范应对准备。

冰雪 水痘进入高发季
天气 沈疾控部门：已有流感活动须加强预防
华商晨报讯（主任记者 闻英奇）冬季天气转冷，
水痘进入高发季节。沈阳市疾控中心监控显示，截至
12月6日，今年全市水痘发病同比上升13.
58%。
一部分接种过一针剂水痘疫苗的孩子也会被传
染，因此即使接种了水痘疫苗，还需要在平时生活中
注意防范，与水痘患者接触过的儿童，应隔离观察。
最近两天，沈阳市民张瑛（化名）出现高烧、四肢
酸痛、
恶心等症状，最初她以为自己患了重感冒，便自
行服用了退烧药，想不到病情没有好转，反而全身多
处长起了红色的疹子，
难受异常。第二天，
张瑛的病情
不见好转，连家里的孩子都开始起疹子，这才赶忙带
着孩子一起到医院检查，才发现自己感染了水痘-带
状疱疹病毒，而且传染给了孩子。
沈阳市疾控中心副主任王萍介绍，监测显示，截
58%。水痘冬春两
至目前，
全市水痘发病同比上升13.
季多发，按照流行规律，一般春季的4~6月是小高峰，
冬季的11月到来年的1月是大高峰。冬季气温较低，
家里以及学校门窗紧闭，通风机会少，再加上冬季儿
童锻炼机会减少，因此感染机会增加。市疾控中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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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校严格落实晨检和缺课原因追查制度，早期发现
和隔离病例，加强室内通风和预防性消毒、教育学生
养成勤洗手的卫生习惯，减少人群密集接触的几率，
儿童发病需隔离治疗21天，建议儿童进行水痘疫苗
的两针剂接种。
王萍说，
冬季已到，
气温下降明显，
市民应加强流
感预防，目前沈城已有流感活动，检出甲1流感病毒。
冬季大部分场所处于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的状态，
如果有传染病原存在的话，会造成呼吸道传染病传
播。
王萍指出，应注意定期为居室开窗通风，确保室
内空气流通，
应尽量避免在人流量较多的超市、医院、
车站等公共场所逗留；不吃生冷食物，适当运动增强
身体免疫力。同时，
注意卫生，
外出归来，一定记得洗
洗手、
漱口、清理鼻腔。呼吸道传染病的早期症状与感
冒相似，
但继续发展下去后果很严重。市民出现发烧
等类似感冒症状时，不要盲目在家自行用药，特别是
不可滥用退烧药，抵抗力相对较弱的老人和儿童，应
及时到医院诊治。

陈某于当日到沈阳市苏家屯区中心医院入
院治疗34天，经诊断为右侧上颌骨额突骨折、鼻
部挫伤，医院对其实施了上颌骨额突骨折复位，
鼻甲部分切除术。
陈某出院时，医嘱其出院后休息两周。2018
年7月，陈某将邓某及其父母、申某及其父母起诉
到法院，要求赔偿各项经济损失3万余元。法院开
庭审理此案时，邓某一方称，是邓某先在园区踢
女子带孩子在小区玩被球砸伤
球，
陈某是后去的。陈某一直低头玩手机，邓某是
女子陈某与儿童邓某、申某都在沈阳市苏家 无行为能力人，陈某是成年人，陈某对事故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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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区某小区居住。
生存在一定的责任。他们已经垫付医疗费3884.
2018年6月3日，陈某带孩子在小区内玩耍， 元，
申某家垫付2000元医疗费。误工费需要法庭
邓某与申某在小区内踢球，相互距离较近。在申 核实是否真实。交通费过高，
需要陈某提供证据，
某与邓某踢球的过程中，因邓某未能控制住申 精神损失费达不到伤残标准不予给付，伙食补助
某传来的足球，以致邓某将球射向了在旁的陈 费按照标准给付，护理费应按照法定标准赔付。
某，并击中了陈某的鼻面部，陈某鼻腔出血。
经查，邓某、申某于事故发生时均为九周岁。

精品冰雪旅游线路
想玩几天任您选

据了解，以沈阳棋盘山滑雪场、沈阳东
北亚滑雪场、
沈阳怪坡国际滑雪场、
沈阳白清
寨滑雪场四大滑雪场为龙头，
以沈阳丁香湖、
沈阳奥体中心、
沈阳北陵公园、
沈阳长白岛等
冰雪嘉年华活动为依托，
以各区县（市）
“N个”
冰雪娱乐点位为基础，
形成全市“遍地开花”
玩冰戏雪格局。冰雪节期间，全市各区、县
（市）政府、
企业、学校围绕自身的资源特点，
充分借助湖泊、
河流、
公园、
校园、广场、综合
体等场所，
开展冰雪系列娱乐活动，
形成全民
上冰雪局面。主要有：
万象城圣诞嘉年华、
七
星海世界
“瑞雪飞扬 大美沈北”
系列体验之
旅，
以及青年公园、
万柳塘公园、
万泉公园、
南
湖公园、沈水湾公园、
五里河公园、东陵荷花
湖、
法库东湖公园、
仙女湖、
辽中珍珠湖、
劳动
公园等冬季冰上户外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
同时还有行业融合，开展冰雪文化、冰
雪体育、冰雪温泉、冰雪民俗、冰雪美食、冰
雪商贸6大主题活动。

一日游线路
冰雪文化游：上午参观沈阳清故宫、张
氏帅府，体验沈阳清文化和民国历史；中午
在沈阳老边饺子就餐；下午前往沈阳棋盘山
冰雪大世界体验冰雪游乐；晚餐华夏民俗村
品尝东北美食；
晚上到盛京红磨坊看具有关
东风情的文化演出。
冰雪温泉游：
上午到沈阳怪坡国际滑雪
场或沈阳东北亚滑雪场，体验冰雪娱乐；中
午农家乐品尝杀猪大菜；下午到北汤温泉享
受温泉；晚餐东北风味火锅；晚上去沈阳刘
老根大舞台体验东北二人转。
冰雪民俗游：
上午到沈阳白清寨滑雪场
体验滑雪，参观专业滑雪运动员滑雪运动；
中午农家乐体验东北农家餐饮；下午到沈阳
皇寺广场逛皇寺庙会，参观沈阳锡伯族家
庙；
晚上到中街步行街品小吃逛庙会。
冰雪冬捕游：
上午观赏沈阳康平卧龙湖冬
捕节古法捕鱼表演：
中午品尝沈阳卧龙湖美味
锶鱼或羊汤；
下午逛康平大辽一条街、
年货大
集，
品地道羊汤；
晚上看东北地方戏二人转。
冰雪文化
冰雪购物游：上午到沈阳万象城休闲购
带着十足年味
物；
中午品尝美食；
下午体验室内滑冰；
晚上沈
阳奥体中心参与冰雪嘉年华活动。
冰雪文化方面，今年推出年味十足的系 二日游线路
列活动：比如到故宫过大年活动；
“满清文化
线路一：第一天在沈阳棋盘山冰雪大世
展演、关东民俗展示”活动、
“ 逛古城、赏驿 界滑雪，体验冰雪娱乐项目，晚上看沈阳世
站、品美食、宿民居、玩童趣、话当年活动”
， 博园灯光秀，住沈阳棋盘山；第二天上午游
康平推出的大辽服饰穿起来，龙之梦推出的 览沈阳森林动物园，下午参观棋盘山关东影
圣诞合家欢、圣诞元旦双节庆，沈阳玖五文 视城逛庙会、冰雕展，
感受关东风情。
化的“爱集邮”，浑河展西街道推出的“讲知
线路二：第一天在沈阳怪坡滑雪场全天
青故事”
系列活动，
“盛京红磨坊关东风情综 滑雪，晚上体验东北农家餐饮；第二天游览
艺表演”
、
“ 农家院东北民俗体验节”
、
“ 财神 沈阳怪坡风景区神奇景致，到东北虎园看老
文化节”
等活动，
同时还有东北二人转演出活 虎，
到沈北北汤温泉体验小苏打型温泉。
动，市文广局、
市文化宫常态艺术惠民演出， 三日游线路
“盛京红磨坊”雅俗共赏的大型常态惠民演
第一天到沈阳清故宫、张氏帅府、金融
出，沈阳演艺集团在春节及期间携沈阳话剧 博物馆、清昭陵感受沈阳历史文化，晚上品
团、沈阳评剧院、沈阳京剧院创建“盛京戏 尝东北特色沈阳老边饺子。
酉”
“
、春来盛京不戌此行”
惠民戏曲演出等。
第二天到沈阳东北亚滑雪场全天滑雪，
体验森林滑雪的乐趣：晚上到农家乐品尝地
道的东北菜肴。
冰雪民俗
第三天到沈阳!"#$文化创意园、沈阳工
庙会和冬捕嗨起来
业博物馆、
沈阳铁西工人村生活馆体验东北
工业游，
晚上到沈阳中街豫珑城庙会体验民
冰雪民俗方面，今年将举办灯会庙会及 俗风情。

女子在小区内被足球砸伤
因当时低头看手机被判担责25%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汤洋）女子陈某带
孩子在小区里玩时，被足球砸伤鼻子，起诉两个
孩子及其家长，
索赔3万余元。
近日，法院发布案件判决结果，一审判两个
孩子分别担责50%和25%，分别对陈某进行赔偿，
陈某自己也需担责25%。

冬捕民俗活动：沈阳新春祈福皇寺庙会、世
博园彩灯节、第二届沈阳奥体迎春灯会、关
东庙会、
第十届盛京灯会、大辽圣市花灯节、
兴隆温泉城新春灯会、豫珑城灯会、盛京驿
站庙会，龙之梦民俗团圆节、新民温查纽满
族风情节、恒缘农家院民俗体验节，还有卧
龙湖“大辽文化冬捕节”
，将开展冬捕表演、
万人品鱼汤、赏捺钵表演、大家拍冬捕等七
大主题活动；此外，
还有棋盘山秀湖冬捕节、
新民传统捕鱼节、
法库渔梁冬捕节等活动。

法院认定女子担责25%
法院审理此案认为，邓某、申某在园区内踢
球，而小区内人员流动频繁，因此二人应当预见
其行为有致人损害的危险。邓某、申某在事故发
生时年龄均已超过八周岁，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二人的监护人应承担侵权责任。
此外，陈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
当认识到在踢球的儿童旁带孩子，有具有受伤的
可能，
所以其对损害后果的发生也存在过错。
综上所述，认定邓某一方对本次事故承担
50%的责任，
申某一方承担25%的责任，
陈某自身
承担25%的责任。近日，
法院发布案件判决结果，
363.
28元。申某一
一审判邓某一方给付陈某12，
121.
84元。
方给付陈某6，

聚餐时偷亲友手机
更改账户名露破绽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赵威）本溪一市民
与亲友聚会时，手机被盗，几天后，被盗手机开
机使用，
账户名被更改，幕后
“黑手”
是谁？
近日，本溪县南甸派出所联合县局刑侦大
队，
破获一起盗窃手机案。
11月27日9时30分许，本溪县东营房乡居民
11月18日晚其与亲友
张某到南甸派出所报警称，
在姑父家吃饭期间，
手机丢失，
价值7600余元。
民警在对其亲朋好友进行外围调查期间，
发现其亲友张某曾有过盗窃前科，将其作为重
点人员进行深入调查。
张某，离异，独自抚养7岁女儿，目前在碱厂
一处服装厂打零工，生活拮据。调查期间，报案
人张某提供一条重要线索，其被盗手机已开机
使用，
账户名已更改，
正是其亲友张某的名字。
11月29日下午4时许，警方在碱厂一服装厂
内将正在装卸货物的张某抓获，并当场将其藏
匿于身上的被盗手机缴获。经审讯，
张某对盗窃
手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张某已被刑事
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