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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時節，巢湖大地生機勃勃，
到處是一派忙碌的景象。行走在安
徽省巢湖市的鄉村，隨處可見特色
種植產業園，四通八達的鄉村硬化
道路，嶄新的太陽能路燈夾道而
立，美麗的農家小院乾淨整潔……
鄉村振興的生動圖景正在巢湖大地
悄然展開。

讓腰包鼓起來
近日，巢湖市槐林鎮壟山村王社

教老人有個 「幸福的煩惱」。近年
來，他種植的茶園面積從2畝發展
到了8畝，考慮到他年紀大了，兒
子希望他把茶園租了享清福。看着
村裏人都靠種茶致了富，老人捨不
得放棄自己的 「茶產業」，甚至想
繼續擴大種植規模。

現在，包括種茶在內的種植業已
成為巢湖市群眾增收致富的支柱產
業。目前，全市按照 「五大產業+

扶貧」模式，大力發展茶葉、番
茄、稻蝦米、中藥材（瓜蔞子）和
特色經果，2019年上半年，全市農
村常住居民可支配收入達 18866
元，同比增長9.5%，農村居民生活
水平明顯提升。

讓環境美起來
如今，越來越多的村莊生活環境

發生蝶變，烔煬鎮的山梅村就是其
中之一。 「山梅村地處偏遠，以前
髒、亂、差問題突出，人人都想離
開，現在年輕人願意回來搞生產，
老年人也願意回來生活了」，70多
歲的村民梅華群自豪道。村民通過
自發成立環境綜合治理理事會，自
籌資金 27 萬元，修建水泥路 1100
米、綠化面積500平方米，村裏改
水改廁、垃圾分類等各項目標得以
高效完成，人居環境越來越美。

截至2019年7月，巢湖市已建成

93 個中心村、13 個建成區，所有
已建中心村和建成區實現生活污水
治理全覆蓋，農村環衛市場化率、
陳年積存垃圾清理率、垃圾治理自
然村覆蓋率、自然村莊清掃保潔
率、農村生活垃圾收運率、垃圾無
害化處置率達到六個 100%，全市
農村面貌明顯改善。

讓精神富起來
與此同時，作為全國新時代文明

實踐中心建設試點縣，巢湖市、
鄉、村三級黨組織書記還擔任文明
實踐中心（所、站）負責人，成立
巢湖市立 「巢」頭文明實踐志願服
務總隊，下設 6 支特色志願服務
隊，整合262支以老黨員、新鄉賢
等為主體的志願服務（支）隊，大
力開展多種形式的文化活動，同
時，當地還依託李克農、張治中、
馮玉祥 「三將軍」故居等設立 「紅
色教育實踐點」等，為農民群眾提
供了多元化、人性化、精細化的精
神文化大餐。

（文：徐小中 胡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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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的百姓身邊事
總書記

行動起來行動起來：：
共同呵護好孩子們的眼睛共同呵護好孩子們的眼睛

上海市黃浦區盧灣一中心小學五年級
2班是學校的信息化試點班，採用

電子化教學。在暑假期間的班級微信群
中，家長與教師密切合作，控制學生使
用電子產品的時長、增加戶外鍛煉。

「護眼」方法各具特色
「小洪去年發現有輕度近視，這一年

控制得非常不錯。」該校一位家長說。
學生小洪說起了學校的視力保護舉
措：「老師經常提醒我們，使用電子產
品的時間每次不超過15分鐘，堅持用眼
30分鐘要閉目或眺望遠處……」
班主任施佳樂說，放假期間，學校對
於孩子假期中電子產品的使用、運動情
況、閱讀時間等都有詳細規定。此外，
還開展一些暑期實踐活動，讓孩子們不
要在家「泡電視、玩電子遊戲」。
新學期臨近，北京市朝陽區實驗小學
每位新生都將擁有一份學生視力健康管
理檔案。幾年前，該校新入學學生的近
視率曾達65%。
走進校園，記者見到各具特色的「護
眼方法」：在低年級教室每張桌子前，
安裝着粉色的「坐姿矯正器」；高年級
學生通過佩戴紅色、綠色、黃色不同顏
色的彩帶，保持「一尺一拳一寸」的學
習習慣；除安裝護眼燈、護眼黑板、近

視防治儀等硬件設施外，學校還將每天
的體育活動時長延至105分鐘……
記者了解，近年來，這所學校的學生

視力不良檢出率逐步下降。
「讓孩子們到大自然懷抱當中去！」

在該校校長陳立華看來，教育者不僅要
教書育人，更要呵護孩子的身心健康。

視力管理：「傾城」總動員
作為我國教育部學生近視眼防控工作

實驗區，武漢市從2007年開始堅持統籌
教育、衛生等多部門聯動，積累了一系
列防控近視的經驗。
2004年一項調查顯示，武漢市中學生

視力低下率高於全國平均水平。50%以
上的教師和家長缺乏視力保健的基本知
識。經過多年努力，武漢市在全國首創
「中小學生視力健康管理服務模式」，
對上百萬中小學生的視力開展健康管
理。
日前，在位於武漢市青少年宮的青少

年視力低下防制（預防控制）中心，武
漢市武珞路實驗小學5年級學生家長徐女
士帶孩子檢查視力。「小學1年級時，學
校發了社會實踐單，建議家長到這裡來
看看。」徐女士說，學習了相關知識
後，她對視力保護格外重視，「給孩子
購買了書桌椅、護眼枱燈等，孩子現在5

年級，視力一直保護得不錯。全班40多
個孩子只有幾個戴眼鏡。」
武漢市青少年視力低下防制中心主任

楊莉華說，隨着電子產品的普及，青少
年近視低齡化、重度化發展趨勢明顯，
群眾的護眼需求增強。以前中心每天舉
辦5場教育活動，每場50多人，現在增
加到每天10場，每場100多人。
視力健康管理服務的舉措也在落地生

根。目前武漢已在全市1,000所學校建立
視力監測檔案。
「下課了，請眺望遠方，欣賞那一抹

綠。」武漢市紅領巾學校體衛藝處主任
劉婷說，通過課間遠眺、早操、課間
操，以及玩穿梭啦啦球、迴旋鏢、手拋
滑翔機、彩帶飛盤等遊戲，能幫助學生
調節眼機能；通過強化視保員定期監督
工作，將護眼行動落實到學校和家庭。
記者從武漢市教育局體衛藝處了解

到，如今，武漢市建立了一支中小學分
管校長、保健老師、班主任、學生視保
員組成的「視防大軍」。
「我們每年都向全市小學新生免費發

放握筆器、設立數字化視力健康管理功
能室。通過智能監測與數字化管理，讓
學生『不近視、遲近視、慢近視、低近
視』。」武漢市教育局黨委書記徐定斌
說。

我國青少年視力

健康問題一直牽動

着習近平總書記的

心。他指出，這是

一個關係國家和民

族未來的大問題，

必須高度重視，不

能任其發展。習近

平總書記強調，全社會都要行動起來，共同呵護好孩子們的眼

睛，讓他們擁有一個光明的未來。各地認真貫徹總書記指示，將

學生「護眼」作為重要課程。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 27日，國家衛生健
康委、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中醫藥管
理局聯合發佈《關於開展老年護理需求評估和規範服
務工作的通知》。在當日國家衛生健康委舉辦的例行
新聞發佈會上，國家衛生健康委醫政醫管局副局長焦
雅輝表示，該文件第一次從國家層面針對老年護理需
求評估建立了標準。
焦雅輝指出，目前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近2.5億，

失能半失能老年人超過4,000萬，對專業的醫療護理服
務呈現龐大而剛性的需求。此次發佈的《通知》，明
確了涵蓋老年人能力情況和常見疾病罹患情況的護理
需求評估標準，指導相關醫療機構按照評估標準有效
開展評估工作，並據此按需分類提供老年護理服務。

護理需求分5等級
根據《通知》，評估對象為需要護理服務的60周

歲及以上老年人，護理需求分為5個等級：護理0級

（能力完好）、護理1級（輕度失能）、護理2級
（中度失能）、護理3級（重度失能）、護理4級
（極重度失能）。相關醫療機構可參照《老年人能
力評估標準表（試行）》和《老年綜合徵罹患情況
（試行）》開展老年護理需求評估工作。同時，明
確提供老年護理服務的醫院、護理院（站）、護理
中心、康復醫療中心、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鄉鎮衛
生院、醫養結合機構中的醫療機構，以及通過家庭
病床、巡診等方式為居家老年人提供上門醫療護理
服務的相關醫療機構等，可依據相關標準開展老年
護理需求評估。
此外，在新聞發佈會上，中國銀保監會人身保險監

管部副主任劉宏健表示，在嘗試開展長期護理保險制
度探索的地區，絕大多數項目由保險公司經辦。劉宏
健指出，截至2018年12月底，商業保險公司參與長期
護理保險試點項目約35項，覆蓋人數約4,647萬，長
期護理保險基金規模約47億元。

老年護理需求評估國家標準出台

北京，王府井大明眼鏡
店。其首席技師秦英瑞一
直關注身邊「小眼鏡兒」
的視力問題。他覺得，現

在的孩子很聰明，但手機對小孩兒的
誘惑太大了。
「光靠學校是不夠的，需要學校、
家庭和社會共同監管。」這位老技師
認為，保護視力並不難，關鍵是孩子
入學前就要養成良好的用眼習慣。
復旦大學附屬眼耳鼻喉科醫院副院

長周行濤教授表示，很多家長存在誤
區，覺得近視的孩子這麼多，長大以
後「激光一下」就可以了。「這大錯
特錯。過早的近視對青少年成長、生
活、擇業的影響都很大。」
根據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的調查數

據，截至2018年底，全國兒童青
少年總體近視率為53.6%。近視
防控任務非常艱巨。
高強度用眼是當下「小眼

鏡兒」高發的主要因素，中小
學生成為近視防控的重點人
群。今年7月，我國啟動健康
中國行動，預防學生
近視、倡導科學用
眼為促進行動重
要內容。

國家衛健委疾控局環境健康處處長
李筱翠說，以前兒童青少年視力防控
的重點在校園，現在國家將動員家
庭、學校、社會共同守護，對孩子的
視力實行「網格式」防護。
寫《健康管理日記》是北京市近年
來開展的一項試點行動。不僅孩子們
要寫日記，家長、老師也要寫，和孩
子一起關注健康、關心視力。
近日，在北京奧林匹克公園，記者
見證了300個家庭參與了親子健康跑比
賽。伴隨着奔跑的腳步，《愛眼歌》
的歌聲傳出很遠：「都說眼睛是神奇
的網，上傳繽紛下載夢想，目浴陽
光、幸福成長，爭做未來的棟
樑……」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27日晚發生於
G15瀋海高速浙江台州境內貓狸嶺隧道的貨車起火
事故，目前已造成36人送醫，5人死亡，14人正在
ICU接受治療。浙江省公安廳昨日發佈消息稱，送
醫人員均為吸入廢氣窒息導致傷亡，在ICU治療的
人員中含民警與輔警各1人。
經官方初步調查，27日18時24分許，秦某某駕

駛一重型普通半掛車途徑事發高速貓狸嶺隧道（全
長3.7公里）中段位置時，車輛自燃起火並迅速蔓
延。5分鐘後，警方趕到現場處置並啟動應急預
案。
由於貨車所載皮革製品屬易燃品，車輛自燃引起
貨物瞬間燃燒，火勢難以撲滅，造成隧道內短時大
量濃煙積聚並擴散至對向隧道，已進入隧道的80余
輛社會車輛及人員滯留，現場警力隨後組織車輛和
人員疏散。
18時41分許，現場及後續趕到的救援力量共疏導
80余輛社會車輛及人員100餘人。19時 10分，消
防、救護等增援力量陸續抵達現場參與救援處置。

20時50分，滯留人員全部疏散完畢。21時25分，
現場明火被撲滅。
目前，事故車駕駛人已被控制，事故具體原因正
在進一步調查中。事故車輛及部分社會車輛正在施
救清理中，隧道損壞情況需專業機構進一步評估。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據深圳羅湖區
官方通報，昨日11時20分許，羅湖區南湖街道
漁邨社區和平新居單身公寓樓發生沉降傾斜，事
發前，社區工作站已發現地下異響並撤離疏散居
民，目前無人員傷亡。
經消防、住建等部門多次探測及街道社區反覆
排查，截至16時，未發現有人員傷亡情況。沉降
傾斜樓宇及周邊建築轉移疏散人員均得到了妥善

安置。對傾斜樓宇及周邊建築第一時間切斷水電
氣並進行嚴密監測，臨近在建工地均已停工，防
止發生次生災害。目前相關部門已成立專家組對
沉降傾斜原因開展調查，其他善後工作正在有序
進行。
記者在現場看到，進出事發公寓樓的多個出入

口被管制，安保人員在周邊維持秩序，並提醒住
戶不要再進入房間取物品，以免發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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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高速隧道貨車自燃致5死36傷

■貓狸嶺隧道車輛自燃事故發生後，當地利用直升
機、5G急救車等將3名受傷兒童從台州轉院到浙江大
學醫學院附屬兒童醫院進行救治。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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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11時
20分許，深
圳市羅湖區
南湖街道漁
邨社區和平
新居單身公
寓樓發生沉
降傾斜，目
前無人員傷
亡。 中新社

■■安徽省合肥市經開區錦繡社區方興居委會利用轄區內孩子們課後安徽省合肥市經開區錦繡社區方興居委會利用轄區內孩子們課後
「「四點半課堂四點半課堂」」舉辦科學矯正近視舉辦科學矯正近視、、關注孩子眼健康活動關注孩子眼健康活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四川省阿壩若爾蓋縣對全縣中小學生進行初四川省阿壩若爾蓋縣對全縣中小學生進行初
步篩查步篩查，，發現發現11,,800800多名學生視力有問題多名學生視力有問題，，1010
歲的扎西旺姆便是其中之一歲的扎西旺姆便是其中之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