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 18 日下午，合肥市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定点学校的孩子们，在安庆路第三小
学大杨分校上轮滑课。 作为庐阳区“三点半”课后服务首批试点校，安三小大杨分校
依托现有设施场地和师资，发掘、整合各类资源，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放学后，开设
德育、艺术、体育、科技等活动课程，解决了家长“接孩子难”问题。

本报记者 徐旻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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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欢乐方特”领略缤纷华夏
■ 本报记者 沈宫石

在浩瀚的星空中，随牛郎飞天追织
女，重温那段家喻户晓的爱情传说……
3 月 17 日， 在芜湖方特东方神画主题
公园，游人走进一座升降式球幕立体影
院，观赏运用 MR 电影技术、高逼真全
景影像打造的《牛郎织女》。

作为主要呈现 “华夏五千年历史
文明精粹”的主题乐园，芜湖方特东方
神画以讲好中国故事为己任， 采用先
进的高科技手段， 以独具魅力的表现

形式， 恢弘展现五千年华夏文明的灿
烂画卷。

千古蝶恋、九州神韵、雷峰塔、魅力
戏曲 、女娲补天 、大闹水晶宫 、烈焰风
云、牛郎织女、孟姜女、缤纷华夏……自
2015 年 8 月开园以来， 这座充满中华
民族古典文化故事气息的乐园， 推出
的众多自主创新、 引人入胜的中国故
事项目，彰显出满满的文化自信，让游
人在体验中聆听中国故事， 厚植家国
情怀。

“我们正在筹划一个全新的‘花神

节’， 在清明假期举办祭花大典、 花仙
子巡游、花神潮玩节等活动，让游人在
游玩中了解中国传统花文化， 感受大
好春光，收获新的体验。 ”芜湖方特营
销部副部长刘青告诉记者， 芜湖方特
东方神画围绕讲好中国故事， 不断丰
富游乐内容，通过推出开年祈福大典、
祭拜大典、成人礼、国学诗词馆研学游
等传统文化活动，增强游客的参与感、
体验感， 在潜移默化中领略中华传统
文化的博大精深。

近年来， 随着夜间经济的兴起，芜

湖方特夜场旅游风生水起，深受游客青
睐。 今年春节期间，芜湖方特梦幻王国
城堡装点一新， 重磅打造城堡极光秀，
推出全新主题花车巡游、 城堡烟花秀、
主题舞台演出等精彩的夜场产品，为夜
游芜湖增添色彩，也让“欢乐芜湖”的城
市品牌更加响亮。

“春游江淮请您来，我们将营造一
个安全、放心的游乐环境，做足氛围感、
仪式感，用细致周到的服务，为游客不
断呈现新的游玩亮点，带去全新的游乐
体验。 ”芜湖方特营销总监陆磊说。

流窜视频平台的“神医”必须下线
梁建强

当下，短视频平台已成
为大家消遣消费的一个重

要途径。 然而，一些“神医”
又开始盯上了这个市场并

开始疯狂表演，污染了平台
更值得警惕。

在视频平台上劲爆表演的“神医”并
非医生，更非来自医学世家，不过是一群
“群演”在按剧本演戏而已。 “神医”是幌
子，卖假药赚钱才是目的。消费者不但钱
财被骗，疾病治疗也被耽误。“神医”公然
行骗，监管部门必须依法严惩。

打击“神医”骗局，也要高度关注新
形势、新变化。 在监管部门的打击下，近

些年，部分“神医”从电视台
的养生类节目中消失，但又
开始“转战”视频网络平台，
继续招摇撞骗。 这也提醒相
关部门：打击工作要因时而

变、多措并举，让“换了马甲”的违禁广告
和骗局无处遁形。

“神医骗局”屡打不绝，根本上还是
由于违法收益大于违法成本。 进一步完
善监管体系、 制度和手段， 让监管长出
“牙齿”，方能形成震慑。 同时，短视频平
台等也要切实履行好责任，绝不能给“神
医骗局”新的可乘之机，必须坚决让这些
骗子下线！

铜陵监测中小学生课外作业

本报讯 （记者 刘洋 通讯员 徐小

波）铜陵市于 3 月 16 日出台办法，建立
全市中小学生课外作业监测和定期公示
制度，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教育教学行为，
探索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外作业负担途
径，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

铜陵市明确了课外作业监测和定期
公示的内容、形式、要求。 在内容方面，重
点监测中小学生作业的时长、数量、布置
形式及批改情况等。 原则上，小学一、二年
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三到六年级书面家
庭作业总量每天不超过 1小时，初中年级
每天书面家庭作业总量不超过 1.5 小时，
普通高中要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合理控制

课外作业量，双休日、节假日每天作业量
不得超过日常课外作业量的两倍；严禁以
罚写、罚抄作业或其他增加作业量的方式
惩罚学生。 同时， 探索监测学校体育、劳
动、艺术及综合实践等学科课外学习活动
安排情况，关注学生全面发展。

在课外作业监测公示形式上， 铜陵
市采取随机抽查、集中监测、暗访、电话
或网络等形式向全社会征集线索， 并对
全市学校进行定期监测， 对群众反映强
烈的学校进行专项监测。该市要求，定期
监测情况要通过相关媒介进行公示，监
测结果及时通报学校，向教师公布，督促
整改。

滁州加大投入打造“智慧公园”
本报讯 （记者 罗宝 通讯员 王太

新）足不出户 ，打开手机就能了解到公
园里有啥景观、 有无停车位等信息；公
园地面的土壤干不干，绿植需不需要浇
水，传感器会随时报告……记者近日从
滁州市园林景观管理中心了解到，该中
心充分应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等技术，打造出我省首个智慧公
园———滁州市永乐公园，为市民游园带
来新体验。

据滁州市园林景观管理中心公园管
理科副科长张军介绍，过去园林管理主要
依赖“微信群”“两条腿”“几张表”等传统

管理手段，智慧园林系统运行后，智能化
的物联网传感器时刻在线，植物缺水时平
台会自动报警， 垃圾桶满溢时也会报警，
为精细化管理公园提供了科学依据。 目
前， 公园多处悬挂印有二维码的树铭牌，
市民用手机扫一扫进入园林小程序，即可
提供公园导航、景点导览、语音介绍、公厕
推荐、植物科普等全方位服务。

“十四五”期间，滁州市将对滁城 13
所公园全部实行智慧化管理，并引入 5G
应用、病虫害智能识别、水质监测等新功
能，加大智慧化的投入和应用，实现用科
技赋能精准管理每棵树、每片绿地。

金寨校企合作开展智能教育

本报讯（记者 袁野）3月 18日，AI教
育“让学习更有 AI”智能学习合作校表彰
暨揭牌仪式在金寨县思源实验学校举行。

本次活动主办单位为金寨县教育
局， 由金寨县思源实验学校和科大讯飞
股份有限公司承办。

2020 年，科大讯飞与思源实验学校
达成合作关系， 利用智能设备开展个性
化自主学习尝试， 免费为两个班级部署

了 112 台讯飞智能学习机。 通过引入 AI
技术， 学校和科大讯飞精准诊断学生学
习薄弱点，并有针对性地加以强化学习，
因材施教。

近年来，金寨县累计投入资金 2.6 亿
元， 建设了 127 个教学点、54 所乡村学
校、57所城镇学校的智慧学校，实现智慧
学校全县域、全学校覆盖，让山区孩子能
够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

·百姓故事

老党员带头创业兴乡村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武清海

3 月 9 日， 亳州市谯城区牛集镇李
集村生态草莓采摘园， 一派生机盎然的
丰收景象，一颗颗草莓露出红彤彤的“脸
蛋”，果香四溢，鲜嫩欲滴，吸引了不少游
客前来采摘。

“眼下，这一茬草莓长势正旺，正是
采摘的好时候。 ”草莓采摘园负责任人郑
宝莲说，“我得先摘一些放在棚外， 让游
客们免费品尝， 这样他们才知道咱种的
草莓可好吃呢。 ”

年近古稀的郑宝莲是一名党员，年
轻时当过村党支部书记。 前些年孩子成
家立业了， 她就在附近集市做起了水果

生意。去年秋季，她从附近的草莓种植大
户那里得知， 种植大棚草莓高产且生产
成本低，鲜果能提早供应市场，经济效益
好。随后，她就和爱人袁洪兴一起到外地
拜师学技，详细了解掌握草莓种植环境、
育苗、土壤、生长条件、种植技巧、肥水管
理，以及种植大棚的光照时长、温湿度要
求和病虫害防治等。

2020 年秋后，郑宝莲便开始张罗起
她的有机草莓种植。 围栏搭架、 打畦起
垄、选优小苗、定植洒水……很快，成垄
成行的秧苗郁郁葱葱，茁壮成长。 “看着
自己精心管护的草莓一天天长大、 一天
天变红、一篮篮从园里拎出，每天都有好
几百块收入，心里感到特别舒坦。 ”郑宝
莲坐在畦垄边乐滋滋地说。

“郑宝莲年纪大不服老，坚持勤奋创
业、自食其力，大家要向她学习！ ”李集村
党委书记王岩说。王岩带领党员来到李集
村生态草莓采摘园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倡
导党员发挥示范作用，结合自身一技之长
发展特色产业，引领群众奔富，助力乡村
振兴，带领全村群众创造美好幸福生活。

灵璧高标准建设足球训赛场所
本报讯（记者 何雪峰 通讯员 许聪）灵璧县以安徽省青少年

足球训练基地为依托，坚持高标准建设、高标准推进，推动足球事
业向更高水平迈进。

2020 年，灵璧县采取集中连片建设的方式，投入 2300 多万元
在凤凰山、龙车山建设 2 个 16 块高标准社会足球场，投资 1000 余
万元在黄湾镇、朝阳镇建设 3 个社会足球场，建成后向社会开放，
为承接各级各类赛事提供了有力保障。 2020 年 6 月，安徽省体育
局授予灵璧县“安徽省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称号。

为做好足球人才选拔工作， 灵璧县在 2020 年暑假期间选拔
出 334 名足球爱好者参加足球集训，通过个人素质、技战术综合
考核确定 80 名优秀学员作为精英梯队队员。 同时，为全面提升运
动员比赛技能和实战战术水平，该县以政府购买的方式招募运营
团队，负责对学员和教练员集中培训管理。 该县还从县域各校选
拔出 70 余名足球教练员，进行业务培训再提升，为加快校园足球
普及和后备力量储备提供了良好师资保障。

远离肾脏疾病 记住这八项“黄金法则”

据新华社电（记者 蔺娟）专家表示，
当前我国慢性肾脏病呈现患病率高、知
晓率低的特点，早发现、早治疗是防治关
键。公众可以通过践行八项“黄金法则”，
保持肾脏健康、远离肾脏疾病。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脏病
医院副院长蒋红利介绍， 八项 “黄金法
则”就是科学运动、控制血糖、监测血压、

健康饮食、适度饮水、戒烟、避免滥用药
物、检查肾功能。

“近年来糖尿病肾病的发生率呈现升
高趋势。早期发现、积极控制血糖，可减少
或预防糖尿病引起的肾脏损害。 ”蒋红利
介绍， 很多人知道高血压可能会导致卒
中或心脏病， 但很少有人知道高血压也
是导致肾脏受损的常见原因。 如果高血

压患者同时伴有糖尿病、高血脂和心血管
疾病，则肾损害风险将进一步增加，应定
期监测血压，及时调整生活方式或进行相
关治疗。

健康的生活方式对预防肾脏疾病
至关重要 ，公众应保持健康饮食 、控制
体重、适度饮水，同时戒烟。 “有研究表
明烟草的吸入与肾脏疾病密切相关 ，

会影响肾脏的正常运转 。 ”蒋红利说 ，
此外 ， 药物性肾损害近年来发病率明
显升高 ，公众应避免滥用药物 ，解热镇
痛药 、 抗生素等药物须在医生指导下
服用 ， 不要盲目服用不明成分的非正
规保健品 ， 避免肾脏发生不可逆转的
损害。

蒋红利建议，如出现无故的疲乏无
力 、夜尿增多 、尿液中有泡沫 、尿液颜
色加深等现象 ， 应尽早进行肾脏相关
检查 。 有糖尿病 、高血压 、肾脏病家族
史以及肥胖等高危因素的人群也应定
期检查肾功能。

·健康顾问·

3 月 18 日下午，游
客在滁州花博园游览。
本报记者 范柏文 摄

3 月 17 日，阜阳市颍东区闸南小学的孩子们在进行阳光大课
间体育活动。 该校积极推进体艺“2+1”工程，开展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的体育活动，让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本报通讯员 吴世杰 刘磊 摄

·体育看台·

淮北开展整治行动规范诊疗服务行为

本报讯 （记者 丁贤飞 通讯员 韩

惠）从今年 3 月起至 12 月底，淮北市卫
生健康委开展规范医疗机构诊疗服务行
为专项整治行动，保障医保基金安全，维
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重点在淮北市各
级各类医疗机构以及院前急救单位中开
展，围绕医疗骗保、诊疗行为、执业行为
以及价格政策和收费管理等 4 个方面，
落实“谁主管谁负责”，强化廉洁从医、守
法执业，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营造风
清气正的行业环境。在此次整治行动中，

对发现的医疗机构违规违法问题， 严格
按照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及
医务人员不良执业记分管理办法》《执业
医师法》 等规定追究责任， 做到发现一
起、彻查一起、严惩一起、曝光一起；构成
犯罪的，移交司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市
卫生健康委建立追责问责机制， 对管理
不善、整改不力的医疗机构，要依法依规
严肃追究医疗机构有关负责人领导责
任。 对存在不认真履行职责、失职、渎职
等行为的主管部门和工作人员， 要依法
依规严厉问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