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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田晓航

每年 6 月 6 日是全国“爱眼日”。 从
2016 年到 2019 年，连续 4 年的全国“爱
眼日”主题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小眼镜”越来越多，让无数家长既
揪心又无奈。这个关系家庭健康、民族未
来的大问题怎么破解？听听专家怎么说。

“小眼镜”危害大，多部门
连出“重拳”

“近视眼真正的危害在于，高度近视
眼病理性近视导致的并发症是致残、致
盲的重要因素。 ”首都医科大学眼科学院
院长王宁利说， 我国流行病学调查发现
近视眼的致残、 致盲率在所有疾病中排
名第一，而小学、中学是近视眼患病率急
剧增高的阶段。

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副院长
亢泽峰说，病理性近视可能导致视网膜
的变性 、萎缩 、脱离 ，发生白内障 、青光
眼以及黄斑出血等并发症。 “如果 18 岁
前把近视度数控制在 600 度以内，就能
有效减少 74%的白内障、67%的青光眼、
99%的黄斑病变以及 98%的视网膜脱离

等风险。 ”
教育部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开

展的调查显示，2018 年全国儿童青少年
总体近视率为 53.6%，2019 年这一数字
为 50.2%， 较 2018 年下降了 3.4 个百分
点。 受疫情影响，2020 年全国儿童青少
年总体近视率较 2019 年小幅上升。

2019 年，国家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
控纳入 《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30
年）》。 近日，教育部等 15 个部门联合印
发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光明行动工作
方案（2021—2025 年）》，实施引导学生自
觉爱眼护眼等八个方面的专项行动。 这
是继 2018 年教育部等 8 个部门联合印
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
后， 有关部门又一次针对儿童青少年近
视防控问题开展联合行动。

“小眼镜”易戴不易摘，背
后原因有几多？

保持正确用眼习惯、 每天户外活动
两小时、 保证充足睡眠……这些近视防
控常识虽然很多家长和孩子已经知晓，
但往往执行不到位。

“增加户外活动、减少近距离阅读，

正是现在近视防控的痛点和难点。 ”亢泽
峰说，孩子学业负担加重，长时间近距离
用眼导致近视发生率高， 如何处理好学
生近视与考学的关系， 是值得重视的社
会问题。

家长缺乏儿童眼保健知识， 也会导
致孩子戴上“小眼镜”。 根据国家卫健委
近日发布的 《0～6 岁儿童眼保健核心知
识问答》，从宝宝一出生就应该开始做定
期的视力筛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儿童医院眼科专家施维说 ，0 至 3 岁孩
子的视力筛查往往容易被忽略。

近视防控还存在一些误区。 北京大
学医学部眼视光学院院长助理王凯说，
并非度数低就可以不查眼底、 不做近视
的控制。 “我们强调高度近视眼要防止出
现眼部并发症，但实际上，临床中两三百
度出现视网膜脱落的占比也不低。 ”

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需

全员参与，常抓不懈
改善环境光，让桌椅、黑板等的高度

与学生身高匹配， 督促学生保持良好坐
姿和做眼保健操， 监控孩子近距离阅读
的时长……学校和家庭是儿童青少年近

视防控的“主阵地”。
“要常抓不懈，更要全员参与。 ”中国

老年医学学会会长范利认为， 学校应把
近视防控提升到与学生考试分数同等重
要的程度， 家长也始终不能放松对孩子
的正确指导和监督。

政府主导、部门配合、专家指导、学
校教育、 家庭关注， 各方面共同落实责
任， 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儿童青少年近视
高发势头。一些专家指出，目前的儿童青
少年近视防控体系仍有完善空间。

近视防控是一个系统的问题， 需要
社会各界共同配合。 让更多孩子的视力
问题得到及时检测与干预，几天来，北京
国视力健康管理中心走进北京市西城区
椿树社区， 为社区免费提供视力健康教
育，进行视力检查、评估、建档。同时征集
200 位弱视儿童，进行免费服务。 北京国
视力健康管理中心董事长周国超表示：
“防近防控容易重治轻防，我们要整合各
方资源，填补社会终端健康服务的不足，
通过全过程管理服务， 让已有视力不良
现象的学生‘迟近视’‘慢近视’。 ”

“应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特色优势，形
成覆盖儿童青少年全周期的近视防控体
系。 ”亢泽峰说，大量病例证明，眼保健
操、耳穴压豆、揿针及许多中医特色诊疗
技术，有利于近视早期防控、防止中高度
近视发展甚至病理性近视出现病变。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院长何伟还建
议， 利用数字化智能设备让近视防控筛
查便利化， 加快建立乡村中小学电子健
康档案，确保数据完整准确、可追溯、可
管理；加强教育培训，提升基层儿童眼保
健医生的能力。

退伍军人自费创办农民文化大院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蒋庆章

“春字的一捺最后要顿一下，然后轻轻
提笔……”在涡阳县高炉镇农民文化大院
里， 省书协会员杨洪彬正向书法爱好者传
授书法艺术。 朗诵诗词、欣赏书画、吹拉弹
唱……近日，高炉镇文化大院异常热闹。

高炉镇农民文化大院已成立 3 年，
创办人为退役军人吴梦玖。 3 年前，热爱
家乡 、热爱文化的吴梦玖 ，在自家院落
里用退伍费建设了 300 多平方米的农
民文化大院。 从此，村民在这里开展文

化学习交流活动，读书看报，观看影视，
练习书法，学习绘画，创作诗词，演奏器
乐，表演曲艺……

今年 28岁的吴梦玖，自幼失去双亲，
跟随祖父母生活。 2007 年 12 月，他参军
入伍，穿上梦寐以求的军装。在部队，他多
次获得嘉奖并获优秀士兵称号。在部队里
吴梦玖就利用空暇时间勤练书法，2015
年退伍后，他钻研毛笔制作，成为当地的
文创能手。他在高炉镇“玉龙笔庄”学习毛
笔制作，现已是笔庄的第四代传人。

高炉镇农民文化大院的大厅里，偌
大的书案上摆放着文房四宝， 洁白的墙

壁上挂满了书画作品，这里，翰墨飘香，
充满浓郁的书香味。 文化大院时常聚集
高炉民族乐队的成员， 年龄最大的已是
耄耋之年，最小的也年过半百，他们在这
里演奏民族乐曲，吹拉弹唱、声乐飞扬。

为了建设好文化大院， 发挥好文化
惠民作用， 吴梦玖积极联系涡阳县老年
书画之家·老年书画家协会、涡阳县诗词
学会·高炉镇分会以及读书协会、爱心协
会等社团组织，入驻文化大院，开展文化
活动。近几年，当地一大批文化爱好者伸
出援手， 为文化大院捐献物资和办公设
施，热心提供义务服务，积极开展文化交

流活动，让文化大院越办越红火。
随着文化大院的发展， 吴梦玖自主

创业，开办毛笔制作技艺培训班，他与妻
子一起制作毛笔，通过网络销售，他的制
笔售笔生意逐渐兴旺起来。吴梦玖免费帮
扶本地残疾人学习毛笔制作技艺，帮助销
售毛笔产品，带动当地残疾人就业增收。

“看到全县的文化爱好者来这里学习、
交流， 开展群众文化艺术活动， 我很高
兴。我所做的不为名利，只为弘扬传统文
化，传递正能量。我要听党话、感党恩、跟
党走，把这个农民文化大院办好，回报家
乡父老。 ”吴梦玖说。

·百姓故事

荩 6 月 6 日下午， 高考考生在阜阳三中查看考场点。
2021 年全国高考于 6月 7 日开考。 阜阳市 8 个县市区共
设置 28 个考点、1933 个考场 （不含备用考场和隔离考
场），所有考点按规定在考生和工作人员必经处设置体温
检测点，进出人员一律接受测温、安全检查。

本报通讯员 王军侠 摄

周密组织 护航高考

近视眼致残致盲率排名第一，而小学、中学是近视眼患
病率急剧增高的阶段，“小眼镜”超半数———

如何给孩子勾勒“清晰”的未来

加大力度铲除“信息牛皮癣”
韩小乔

全国垃圾信息用户投

诉量降至近三年来最低水

平，骚扰电话用户投诉量环
比大幅下降……近日，工业
和信息化部通报今年一季

度骚扰电话和垃圾短信投诉情况。
虽然总体“成绩单”让人眼前一亮，

但治理骚扰电话和垃圾短信仍然任重

道远。“信息牛皮癣”防不胜防，一方面，
从一些公司和机构来说，短信电话直达
用户 、方便高效 ，且成本低廉 ；另一方
面，随着科技发展，群发消息、拨打网络
电话的手段更加隐蔽，个人信息泄露愈
发严重 ，监管难度提升 ，手机用户 “中
招”几率增大。

治理乱象需对症下药。从今年一季
度投诉情况看，举报信息内容中超九成
为垃圾短信，其中零售业推销、贷款理

财和教育培训是“重灾区”；
举报内容中， 贷款理财、保
险推销、 房产中介位居前
三。 如果能追查到“始作俑
者”， 并使之成为常态化工

作，骚扰就不会如此猖狂。 不妨根据用
户反映强烈的垃圾短信和骚扰电话“高
发区”追根溯源，查处信息泄露的源头，
强化对源头企业的监督整改，由被动防
御走向主动治理。

避免治理“按下葫芦浮起瓢”，还需
持续加大执法力度，提高违法成本。相对
于巨大收益来说， 企业违反相关规定的
代价并不大， 仅仅是处 1万元以上 3万
元以下罚款。只有以更严格的法律制度、
更大的惩处力度，让违法违规者“肉疼”，
才能铲除“信息牛皮癣”，保障用户“不被
打扰”。

旌德为现役军人发放免费医疗卡

本报讯（通讯员 汪红潮 记者 张

敬波）6 月 2 日，旌德县举行驻旌部队
现役军人免费医疗卡发放仪式。 从 6
月起， 驻旌部队官兵可持卡在当地定
点医院就医， 门诊医疗费用由地方财
政承担。

据介绍，每年新兵入伍后，现役军人
信息由驻旌部队报送至旌德县退役军人
事务局审核， 定点县人民医院予以建档
立卡，县财政按每人每年 3000元定额管

理。 驻旌部队现役军人携带免费医疗卡
到定点医院看病就医，官兵突发疾病时，
也可到定点医院免费先期处理， 待情况
稳定后再转入部队体系医院。

近年来，旌德县不断创新双拥工作
机制，多层次、多渠道开展拥军优属活
动，扎实做好双拥在基层工作。 2017 年
4 月， 率先在全国创新设立军人驿站，
为现役军人提供免费住宿。该县先后两
次荣获“省双拥模范县”。

6 月 6 日，在合肥中铁佰和佰乐巢湖国际健康部落建设工地，中铁四局生产
管理一线的百对新人举行中式集体婚礼。由于该企业大部分员工长年奔波在全国
乃至世界各地，远离家乡，恋爱难、结婚难成为现实问题。 据了解，该局已连续 10
余年举办“缘分天空”青年婚恋活动。 本报记者 李博 摄

一批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公布
省民政厅欢迎提供线索举报非法社会组织活动

本报讯（记者 汪国梁）日前，省民
政厅公布 2021 年第二批涉嫌非法社会
组织名单，提醒公众谨防上当受骗。

此次公布的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
单包括安徽省老年书画院、安徽省老年
书画研究会、 合肥市室内装饰行业协
会、合肥市室内装饰行业协会家庭装潢
专业委员会、大国徽商企业家联合会。

“非法社会组织侵害群众合法权益，
破坏社会组织正常发展秩序 ，一些打
着 ‘中华 ’‘中国 ’旗号的非法社会组

织更是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 。 ”省社
会组织管理局负责人表示 ，欢迎社会
各界积极提供非法社会组织的活动
线索 ，同时 ，建议在与社会组织开展
合作时 ，先登录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
务平台和安徽省社会组织信息平台
进行查询 ， 验证社会组织身份合法
性 ，避免上当受骗 。 如发现有人未经
登记 ，打着社会组织旗号在皖开展活
动 ，请立即向民政部门举报 。 省民政
厅举报电话为 0551-65606022。

荨 6 月 6 日上午，在六安市城区六安二中考点，高考工作人员按相关规定设置备用隔离考
场。 连日来，六安市相关部门周密组织、协同配合、分类施策，精心做好考前各项准备。

本报通讯员 田凯平 摄

我省淡水鱼价格持续上涨
预计供应偏紧局面将逐步缓解

本报讯（记者 王弘毅）最近，市民
发现市面上销售的淡水鱼价格持续上
涨。 价格上涨的原因何在？ 未来是否继
续上涨？记者日前从省发改委价格监测
局获悉，受多重因素影响淡水鱼价格上
涨，预计供应偏紧局面将逐步缓解。

据价格监测，今年 1 月至 4 月涨幅
相对温和，5 月涨幅加快，鲫鱼、鲢鱼价
格环比上涨 18.86%、14.95%， 超过前 4
月涨幅之和。 其中，5 月前 3 周涨幅较
大，近期放缓。 5月底，鲫鱼、鲢鱼全省零
售均价每 500 克分别为 14.6 元 、7.55
元，较上月底分别上涨 21.57%、16.69%，
较去年底分别上涨 46.29%、38.28%，较
去年同期分别上涨 40.52%、41.65%。

涨价的原因何在？ 据省发改委价格
监测局分析， 淡水鱼价格上涨受多重因
素影响。从供应端看，去年我省发生严重

汛情，部分鱼塘受淹减产，加之前几年水
产品价格相对低迷， 部分水产养殖户转
行，夏季气温高不利于淡水鱼的储运，部
分养殖户有惜售心理， 导致淡水鱼供应
偏少；从成本端看，饲料价格的上涨导致
淡水鱼价格上涨。5月第 4周，玉米、豆粕
价格每 500克分别为 1.51元、3.69元，较
去年底分别上涨 8.43%、8.21%，较去年同
期分别上涨 37.17%、16.04%； 从消费端
看，受疫情因素影响，居民对冷冻水产品
消费需求减少， 对活鲜水产品消费量增
加，助推淡水鱼价格上行。

省发改委价格监测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从价格监测情况看，近期淡水鱼
价格涨幅有所减缓，但总体仍处于高位
运行，预计随着淡水鱼投苗量的增加和
进口补充以及夏秋季新鱼的上市，淡水
鱼供应偏紧局面将逐步得到缓解。

激活红色文化 挖掘时代价值

蚌埠打造红色观影基地
本报讯 （记者 孙言梅 通讯员

余晓海）日前，蚌埠市首个红色观影
基地在蚌山区吾悦广场星轶影城揭
牌。 该基地以红色经典电影为载体，
通过免费放映形式， 扩大党史学习
教育覆盖面。

蚌埠市创新学习形式 、 丰富学
习渠道，整合利用文艺资源，助推党
史学习不断深入。 该市精心组织文
艺精品创作， 推出一批富有时代气
息的党史文艺作品。编纂出版《中国
共产党百年蚌埠大事记》，启动编辑
《中国共产党安徽省蚌埠历史 》（第
三卷 ） 等庆祝建党 100 周年党史系
列出版物； 创作长篇小说 《山呼谷
应 》《河图腾 》、泗州戏 《淮水情 》、电
影 《情淮 》、广播剧 《大河湾 》及美术

作品《信仰》等，激活红色文化，挖掘
时代价值。

该市广泛组织各类展演展映文
艺活动，积极搭建便于参与、乐于参
与的平台载体， 突出学习活动热在
基层、热在群众。 举办小品《改道》、
泗州戏《欠条》和中国舞蹈“荷花奖”
获奖作品《石榴花开》等文艺精品展
演，举办“蚌埠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书画摄影作品展 ”“建党
百年 初心如磐———长三角红色档
案珍品展”等展览活动。

此次揭牌的红色观影基地，每周
排映红色主题电影不少于 5 部 ，并
于每周三下午免费向全市党员群众
放映。

6 月 2 日， 合肥市常青街道城市管理部联合淝南社区在淝南家园幼儿园开展世界环
境日活动。城管队员向小朋友们介绍垃圾分类知识，小朋友们展示了用废旧物品制作的垃
圾桶、垃圾车等手工作品。

本报记者 姚林 本报通讯员 彭克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