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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承载着国家强

盛 、民 族 振 兴 的 梦 想 。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

明确了未来体育强国建

设的重点任务和方法路

径。一幅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两翼齐

飞”助推体育强国建设的壮丽图景正在

徐徐展开。

体育强国的基础在于群众体育 。

近 年 来 ，从 燃 遍 华 夏 大 地 的“ 马 拉 松

热”，到“带动 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

标的实现，群众体育的热潮一浪高过一

浪。无论是田间地头，还是都市街道，

群众体育锻炼的身影随处可见。

2021 年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经

常参与体育锻炼人数已超 4亿，城乡居民

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以上的人

数比例超过 90%。全国共有体育场地

397.1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2.41平方

米。在运动场上，人们迸发激情、挥洒汗

水，为一个更美好的明天阔步前行。体

育正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提升竞技体育综合

实力，是体育强国建设战

略任务之一。一代又一

代运动员用昂扬的斗志、

拼搏的精神，为中国竞技

体育在世界舞台上赢得越来越多的荣

誉。他们的榜样作用，也为各行各业的

人们注入了勇攀高峰的信心和动力。

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在青

少年成长的道路上，体育发挥着巨大的

作用。在从事体育行业的青少年中不

断涌现出先进典型，他们在赛场上不惧

艰难、拼搏争先的形象，成为新时代中

国青年精神风貌的一种最佳诠释。更

多的年轻人正培养起自己的运动习惯，

体育助力他们健康成长，他们也为社会

带来了强劲的青春能量。

体育强国建设寄托着人民群众对

于未来的美好期许，唯有脚踏实地，实

现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协调发展和

共同腾飞，实现青少年体育的高质量发

展，才能不负重托，不负时代。

让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两翼齐飞”
林德韧

■ 本报记者 陈成
本报通讯员 鲍家文

火红的小米椒挂满枝头，工人在忙

着采摘、分拣、搬运……初冬的望江县

凉泉乡韩店村的小米椒种植基地，一派

忙碌的场景。

“现在是采摘末期，每天能采 1500

公斤左右。你要是早一个月过来，基地

更热闹，小米椒红彤彤一片，空气中都

飘着‘辣味’。”小米椒种植基地负责人

娄洪根笑着对记者说。

韩店村曾是种植水稻和油菜的传

统农业村，后来因大批村民外出务工，

村里部分田地出现无人耕种的情况，一

些良田变成了“荒地”。

从 2012 年起，在县乡两级政府的支

持下，韩店村开始探索实施“企业+村集

体+农户”的发展模式，加大招商力度，

吸引多家外地客商到村投资发展现代

农业。

2020 年底，来自浙江的娄洪根等 5

人注册成立望江县三得利农业专业合作

社，投资 300多万元在韩店村建设小米椒

种植基地。“现有面积 420多亩，年产量近

75 万公斤，年产值近 700 万元，带动了当

地 200 余村民增收致富。计划明年将小

米椒种植规模扩大到 2000 亩，现在已和

农户签订了 1000多亩土地流转意向协议

书。”娄洪根告诉记者。

今年 53 岁的方金霞是韩店村村民，

现在是小米椒种植基地的采摘工。“这

边需要人手时，我就到这边打工，一天

能挣 80 元钱。”方金霞说，她家的 8 亩地

流转给了三得利农业专业合作社，每亩

200元流转费。

“下一步，我们将在全乡 10 个村推

广种植小米椒，同时，引进一批深加工

设备，延伸产业链，把小米椒加工成剁

椒、泡椒、调味品等，吸纳更多村民就近

就业，实现增收致富。”凉泉乡政府相关

负责人说。

种小米椒 探致富路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韩璞

“小朋友，别害怕，一点也不疼。”

近日，在利辛县实验小学，该县第二人

民医院口腔科医生单晓娟为孩子们进

行窝沟封闭时说。

“健康口腔”进校园活动，是利辛

县开展“健康口腔”暖民心行动的内容

之一。今年以来，该县实施儿童口腔

健康干预措施，免费为 6 岁至 9 岁儿童

进行第一恒牙窝沟封闭。

口腔科医生们一边为适龄儿童进

行窝沟封闭，一边教导小朋友们生活

中要注意牙齿健康，养成爱护牙齿的

良好习惯。

“医生阿姨告诉我，每天早晚要坚

持刷牙，中午吃完饭之后要漱口，晚上

刷牙之后不要再吃东西了。”利辛县实

验小学学生谭添耀说，回家后他要告

诉大人爱护牙齿。

利辛县卫健委主任樊利光介绍，

窝沟封闭是世界卫生组织向全世界儿

童推荐的一种保护新生恒牙的方法，

无痛、无创伤、高效，可以降低牙病发

病率 60%至 80%左右，能够有效预防窝

沟龋。

“今年秋季开学后，考虑到学龄儿

童到医院窝沟封闭不便的实际情况，三

家县直医院均购置了移动牙椅，组织口

腔科医生到校园筛查，为孩子们免费进

行窝沟封闭，为口腔健康‘保驾护航’。”

樊利光说，截至 9 月 20 日，利辛县已为

7507名适龄儿童进行了窝沟封闭。

今年 6 月以来，利辛县结合实际印

发了科普宣传方案，组织医疗机构在学

校、商场等地累计开展口腔健康宣传活

动50余场次，指导目标人群2万余人次。

“在县级公立医院实行‘无假日’

门诊，午间、晚间也接诊牙科病人。”樊

利光对记者说，每周四公立医院开展

义诊活动，通过牙健康宣传教育，探索

口腔健康、疾病干预、防治一体化的牙

病防治新模式。自 6月 30 日至今，利辛

县累计开展牙科义诊近 40 次，接诊患

者 395人次。

利 辛 县 深 入 推 进“ 健 康 口 腔 ”行

动，新增牙椅 13 台，二级以上综合医院

均设置口腔科。该县将“牙托敏治疗、

不良修复体拆除”等 15 项口腔类医疗

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报销范围，进一步

降低了群众负担。

牙医走进校园 呵护健康童年

本报讯（记者 柏松）日前，省市场

监管局、省发改委、省经信厅、省科技厅

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批准成立高

端医疗器械等 3 个省技术标准创新基

地的通知》，其中，由淮南高新区承担筹

建的安徽省技术标准创新基地（大数

据）顺利完成建设任务并通过评估，正

式获批成立。这标志着淮南市在大数

据技术标准创新方面迈上一个新台阶。

自 2018 年筹建以来，淮南高新区

建立了“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

产业联盟”的组织架构，制定了战略规

划和政策措施，依托淮南大数据产业联

盟，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高校和科

研院所，通过资源优化，形成了从基础

设施、技术、产品到应用服务的大数据

产业生态，打造产、学、研、用高度融合

的大数据产业链。围绕标准体系建设，

聚集 380 余家大数据企业，建设基地标

准信息创新平台，研制新技术、新工艺、

新产品等创新性、引领性标准，主导制

定了国际标准 1 项、行业标准 12 项、地

方标准 1 项，新增专利 474 项，立项安徽

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标准化专项 1项。

省大数据技术标准创新基地成立

本报讯（记者 阮孟玥 通讯员 刘顺

帆）日前，在由商务部、科技部、工信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等共同举办的2022亚太智

慧城市评选中，东至县获得“2022 中国

领军智慧县级城市”奖项。

今年以来，东至县全面启动“城市

大脑”建设，通过项目基础平台建设，推

进各部门信息数据整合，实现跨部门系

统互联互通和业务协同，提升城市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加快建设

“数字东至”。目前，该县“城市大脑”已

获取 400 多类目录、近 1200 万条数据，

打造出涉及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

治理、公共服务等 23个智慧场景。

该县将以“城市大脑”建设为载体，

强基础、重应用、育产业，继续拓展“建

设数字政府、发展数字经济、增强数字

治理、提高公共服务”四大板块，使数字

政府运行效能显著优化，数字社会治理

不断创新，推动数字产业蓬勃发展。

东至获授“中国领军智慧县级城市”

11 月 24 日，在肥东县老年助餐服务中心，

社区老人在餐厅挑选菜品。

据了解，在这个助餐点用餐的 60 岁以上

的当地居民，每餐只需要付 10 元就可以吃到

荤素搭配、营养均衡的饭菜。

2022 年以来，肥东县扎实推进老年助餐暖

民心行动，积极开展老年食堂和助餐点建设。

截至目前，全县已完成老年食堂（助餐点）建设

99家并全部投入运营。

本报记者 温沁 摄

老年助餐服务

推进暖心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