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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10月26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
会，介绍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
作情况。2020年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
近视率为52.7%，较2019年上升了2.5
个百分点。那么我市情况如何？记者
就此进行了调查。

近视日趋低龄化

市民王妍的孩子今年上幼儿园，
在入学体检时，医生发现孩子已有轻
微近视的迹象。“孩子平时在家就盯着
电视看动画片，估计因此受到影响。”
王妍说。

市区一所小学的李老师告诉记
者，学校每年都会进行两次体检，其
中包括对视力的检查，情况不容忽
视：“以一个五年级班级为例，43名
学生中有12个人近视。”

“孩子才上五年级，已经戴了一年
多眼镜了。孩子从小就用手机、平板
电脑看动画片，之后又喜欢躺在床上
看书，我们也没怎么在意。谁知道三
年级时，他突然和我们说黑板看不清
楚了，带去医院检查，发现已经近视
100多度。”家长曹文说。

今年 10月，安庆市第二人民医院

眼科视光中心对我市中小学生的近视
情况进行了一次监测调查，结果显示城
区一所小学的学生的近视率为34.7%，
一所初中的学生的近视率为67.41%，农
村一所初中的学生的近视率为53%。

爱尔眼科医院视光部主任助理丁
桂元告诉记者，目前青少年近视情况
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近视日趋低龄化，二是近视度数增
长较快，有的小孩几个月增长了 100
度，甚至很多青少年患有高度近视。

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是主因

安庆市第二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
医师张进松介绍，造成近视有以下主
要原因：一是遗传因素。父母双方近
视，其子女近视概率大大增加；二是
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学习、读书时用
眼姿势不正确，长时间使用电子产
品；三是白天户外活动量不足。另外
微量元素缺乏，营养成分失调，多吃
甜食也会加重近视发展。

如何预防和干预青少年儿童的近
视问题，张进松认为，家长平时要引
导孩子积极参加体育锻炼，监督孩子
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读写连续用眼

时间不宜超过40分钟。还要控制孩子
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保证孩子充足
的睡眠和合理的营养等。

“每天让孩子开展1-2小时的户外
活动，读书时坚持‘三个一’，即眼睛离
书本一尺，胸口离桌沿一拳，握笔的手
指离笔尖一寸。养成20分钟近距离用
眼后，看6米外的景物20秒的读写习
惯。不要躺着或者走路的时候看书，不
要在直射的阳光下或者暗弱的光线下
看书。6岁以下儿童要尽量避免使用
手机和电脑。一旦孩子有近视症状，需
到正规医院进行医学验光，在准确测量
的基础上给孩子配眼镜。”张进松介绍。

通过外界干预降低近视率

记者从市教体局了解到，我市超
一半以上青少年患有近视。为了防控
儿童青少年近视，我市于2019年7月
底，出台《安庆市综合防控儿童青少
年近视工作行动方案》，方案对学校开
好体育课程、学生做好眼保健操、每
天进行适量的户外活动等都做出了具
体要求。其中要求中小学校每天安排
30分钟大课间体育活动，使用电子产
品开展教学时长原则上不超过教学总

时长的30%，教学和布置作业不依赖
电子产品，原则上采用纸质作业。

方案同时要求，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结合0—6岁托幼机构儿童和散居儿
童定期健康查体工作，开展眼保健和
视力检查。

通过行动，到2023年，力争实现
全市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在2018年
的基础上每年降低 1 个百分点以上。
到2030年，6岁儿童近视率控制在3%
左右，小学生近视率38%以下，初中
生近视率60%以下，高中阶段学生近
视率70%以下。

“目前，教育部门每年开学为入学
新生建立视力档案，并且组建视力健
康专家宣讲团，每年制定宣讲计划，
通过分片结对的方式，走进校园、社
区等，积极开展视力健康宣讲活动。”
市教体局体艺卫科科长姚久大表示，
青少年近视防控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工
程，需要政府、社会、学校和家长的
共同努力。学校要持续实施各项措
施，政府也将此纳入考核目标，家长
也要创造利于孩子视力的环境，共同
将近视防控工作推行下去，降低青少
年近视率。

全媒体记者 陈军 通讯员 丁秋菊

如何呵护孩子的明眸亮睛？

2020年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2.7%，较2019年上升了
2.5 个百分点。在我市，超一半青少年患近视，长时间近距离用眼
是主因——

陶芳礼是菱北社区学雷锋党员志
愿服务队中的一名家电维修志愿者，
他为小区居民义务修理电风扇、电水
壶、电饭煲等小家电，已经二十多年
了，义务服务近500人次，被街坊邻
居称为“身边的雷锋”。今年 10 月
份，他被评为“安庆好人”。

1994年，下岗后的陶芳礼在菱建
小区开了一家便民超市，超市的顾客
基本都是周边居民，一来二去，他和

居民们的关系处得非常好。平常居民
们过来找他借东西、换零钱，他都热
情帮忙。

有一次，一位居民在和他闲聊的
时候，说到家里不少小家电容易损
坏，却没地方进行维修。陶芳礼便说
了一句：“你拿来让我试试。”

能说这话，陶芳礼是有底气的：
“我之前在望江县做电影放映员，有一
些电工基本知识和技能。”那位居民听
后，很快便将家中损坏的电水壶拿过
来，陶芳礼仔细检查后发现，有个零
部件坏了，经过他的维修，电水壶可
以正常使用了。这一下子打响了名
声，四邻八舍的居民都拿小家电来找

陶芳礼，请他维修，他也全部应允下
来，逐个进行检查。

为了快点修理好这些电器，陶芳礼
经常一琢磨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候缺少
零配件，还跑到光彩自掏腰包选配。时
间长了，多少有些影响生意，女儿对此
不理解，也有点埋怨，可他却说：“都是
街坊邻居，能为别人帮点忙，我乐意，
人家也高兴。”

各种小家电在他的巧手下再次上
岗，可每当邻居要支付他费用时，他总
是拒绝。“现在也很难找到修这些物件
的地方，要是没有他给我们免费修，我
们又得换新的，节省了很多钱呢。”周边
居民都对陶芳礼竖起了大拇指。

社居委得知社区里有这样一位
“修理高手”后，邀请他加入社区学雷
锋党员志愿服务队，他立马同意了。
只要社区有号召，陶芳礼便义务为群
众服务，修理电水壶、电饭煲、电风
扇……多年来他已经累计义务服务近
500人次。

陶芳礼不仅为居民提供力所能及
的服务，还经常为附近的困难居民提
供帮助和支持。小区附近有一位流浪
老人，陶芳礼不时为老人送一些食
物。去年疫情防控期间，他还主动担
任单元长，一家一户进行摸排，为疫
情防控贡献自己的力量。
全媒体记者 陈军 通讯员 汪峰

20多年如一日免费服务

“修理高手”让小家电再上岗

11 月 9 日，怀宁县石镜乡太平村
500亩菊花基地里，村民正在抓紧农时
采摘菊花，盛开的菊花也成为乡村的
一道亮丽风景。该村积极调整农业产
业结构，大力发展“菊花经济”，使当
地农民鼓起了腰包，走上了致富路，
带动了乡村旅游，为乡村振兴注入新
活力。

通讯员 檀志扬 刘铮 摄

菊花黄了
腰包鼓了

本报讯 11月5日，华为中国大学
生 ICT大赛2021实践赛安徽省决赛结
果公布，安庆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获得
高职组“云赛道”决赛第一名，他们将作
为安徽省高职组“云赛道”的唯一代表
队，进军全国总决赛。

华为中国大学生 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信
息与通信技术）大赛2021实践赛是由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布的含金量高、
参赛价值大的高校竞赛类国家级竞赛
项目之一，由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主
办。比赛分“网络赛道”和“云赛道”两
个赛道，赛程从各省级选拔赛、省级决
赛到国家级决赛逐层进阶。“华为 ICT
大赛”为高校学生提供国际化竞技和
交流平台，增长学生 ICT知识，引导学
生不断提高动手实践能力以及运用新

技术、新平台的创新创造能力。获得
省赛第一名的学生在未来就业时，更
能获得华为企业生态圈的青睐。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组织了30多名
学生参加本次大赛安徽省选拔赛，其
中由18名学生组成的6支队伍顺利进
入“高职云赛道”和“高职网络赛道”决
赛。经过师生团队努力奋战，最终由
檀定超、胡骏、叶敏燕三人组成的代表

队脱颖而出，在高职组“云赛道”决赛
获得第一名。

近年来，我市突出职业特色，着力打
造敬业、严谨、忠诚、创新的职业工匠精
神，不断改革职业教育教学模式和评价
方法，将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落实到课程
改革、师资队伍建设、实习实训基地建设
等方面，全面提升职业教育内涵质量。

（全媒体记者 白萍）

华为ICT大赛实践赛安徽省决赛结果公布

我市代表队获第一名进军全国总决赛

本报讯 桐城市从青年农民中
遴选对象，持续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
训民生工程，今年以来，桐城市共培
训新型职业农民860人，其中经营管
理型650人、技能服务型210人。

11月 1日，在桐城市范岗镇杨安
家庭农场的瓜蒌基地，来自新渡镇
的50名新型职业农民农机班学员正
在参观学习。农场主黄五一向学员
们介绍基地引进的瓜蒌新品种、栽
培方法和经济效益，解答学员提出
的问题。

黄五一曾是新型职业农民农机
班学员，参加过上一批次的新型职
业农民培训。黄五一说：“我参加新
型职业农民培训后，引进了瓜蒌新

品种，现在瓜蒌品质提升了，带动
当地老百姓就业，一年发工资就达
10余万元。”

桐城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聚焦
农业新品种、新机具、新技术、新
业态，并结合农业生产周期，分时
段对新型职业农民进行培训，采取
本地与异地、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开展教学。培训结束后，由专
业培训机构对学员进行考核，并颁
发培训结业证书，努力打造一支适
应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要求的高素
质农民队伍。今年以来，培训合格
率超过90%，有力助推了农业高质
量发展和乡村产业振兴。

（通讯员 余大国 黄梅）

培训“新农民”端稳“技术饭”

本报讯 11月11日，31路公交线
路实施向东优化延伸，新增9个公交
停靠站点，以方便海军116医院圆梦
院区、会展中心、张湖公园、方兴
苑小区居民以及沿途的振宜汽车、
爱信汽车等企业员工的交通出行，
助力安庆经开区圆梦新区发展。

优化后的31路公交线路起止点
为火车站—白水湖公交站，线路走
向为火车站—迎宾西路—迎宾东路
—经十四路—祥和路—顺安路—迎
宾东路—和平东路—天柱山东路—
方兴路—站南路—白水湖公交站。
在和平东路封闭施工期间暂时改走
为迎宾东路—老峰路—天柱山东
路。优化后的线路共增加了和平苑
东、和平东路迎宾路口、天柱山路

和平东路口、张湖公园北、天柱山
路段山路口、山湖社区、山湖、长
山、白水湖公交站 9 个停靠站点。
发车间隔、服务时间及票价均保持
不变。

随着我市城区版图向东不断扩
张，公共交通也在向东延伸。31路
公交于2018年 11月30日上线，当时
的起始点为安庆火车站至安庆职业
技术学院，线路全长7.5公里，2台
车运营。2019年 8月23日，优化延
伸为“火车站—和平苑”，线路长10
公里，3台车运营。如今再向东延伸
至白水湖公交站，线路总长为16公
里，4台车运营。

（全媒体记者 雷琳琳 通讯
员 王继志）

31路公交线路向东优化延伸
新增9个公交停靠站点

本报讯 11月9日上午，第三届
安庆市广播剧展播评选结果揭晓，
共评选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
三等奖3名。

获奖作品分别为：安庆市新闻
传媒中心报送的广播剧《渡江 渡
江》 获得一等奖，怀宁县报送的
《李志新的幸福梦》、宜秀区报送的
《荆棘之上的阳光》获得二等奖，宿
松县报送的《万山情》、迎江区报送
的《皖江渔歌》、潜山市报送的《红
源潜山》获得三等奖。

第三届安庆市广播剧展播是第
九届中国 （安庆） 黄梅戏艺术节一

项重要活动。参赛作品共10部，于
黄梅戏艺术节期间 （9 月 28 日—10
月4日）在安庆市广播电视台新闻综
合广播、交通音乐广播进行展播。
作品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生态环
保、乡村振兴等主题，充分展现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安庆地域文化特
色。同时注重故事性、戏剧性和情
感性，运用广播剧语言、音乐、音
响和黄梅戏等表现手段，展现情
节，刻画人物，达到思想性和艺术
性完整统一。

（全媒体记者 雷琳琳）

第三届安庆市广播剧展播评选揭晓
《渡江 渡江》获得一等奖

（上接第一版）
“不拘一格降人才”是这座城

市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上海率先在
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和生物医药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推动由领军
企业等牵头制定人才评价标准；持
续“授权松绑”，破解人才发展体
制机制障碍，为人才和用人主体

“增动力、添活力”，释放创新源头
活水。

2018 年 11 月，我市发布 《关于
大力支持首位产业领域人才创新创
业若干政策的意见》，支持新能源汽
车、高端装备制造、化工新材料和
医工医药等首位产业领域顶尖人
才、领军人才、高层次人才在安庆
创新创业。

2020年2月，《安庆市引进高层
次科技人才团队认定与管理办法》
出台，重点引进和扶持首位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优势产业团
队在安庆创新创业。当年，引进23
个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直接引进
院士1人、博士21人、硕士13人、本
科人才35人。

引来了“千里马”，如何留得
住？这考验着“伯乐”的智慧，更
需要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面对全国乃至全球各地区、各

城市人才竞争的压力，地方人才政
策能级多数为地方单项政策，优点
是政策短期效应好、调整快，但缺
点是缺乏稳定性、显示度不高、效
应持续时间短，人才了解相关政策
的难度大、可预期差。

上 海 也 面 临 着 同 样 的 问 题 。
2014年以来，上海实施了“人才高
峰行动方案”等一系列人才政策，
但前后持续时间很短，政策效应发
挥有限。为此，上海已经着手通过
重构优化，形成位阶高低有序、效
力统一协调的人才政策法规体系。

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对
于安庆来说，要实现“进百强、上
台阶”奋斗目标，为新阶段现代化
美好安庆建设开好局、起好步，既
要筑巢，更要引凤。

在市委组织部人才办，记者了解
到，“十四五”时期，我市将实施宜城
英才集聚工程并将其作为人才工作
的总抓手，借鉴长三角、珠三角先发
地区工作经验，推动人才工作创新发
展，将安庆建设成为长三角有影响力
的人才优选地之一。破译上海人才
密码，正是为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安庆
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经验，为经济
高质量发展汇聚澎湃动力。

全媒体记者 刘惠子

构筑引才“磁力场”的上海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