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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曌

步入 8 月中旬，开学的脚步越
发临近。2 个月的暑假生活，或埋
头认真学习，或与手机游戏“拼
命”，让不少孩子的视力有了下降
趋势。近日，我市各大眼科门诊就
迎来了问诊小高峰，患者多为小学
生。

暑期尾声扎堆查视力，
学生人数同比增长两成

这些天，在常州激光医院眼科
门诊，视光师丁文慧每天都要接诊
15—20位学生患者，年龄在8—14
岁。她告诉记者，近期接待的人数
同比增长了20%左右。“2个多月的
暑假，学生大多产生了不良的用眼
习惯，加上家长无法时刻督促孩
子，从而导致学生近视的加深，因
此，许多家长会选择在开学前带孩
子进行一次视力检查。”

常州镜秀视光中心一名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前来就诊的患者
中，有些刚上小学就开始近视或处
在近视边缘了。“一方面可能跟孩
子大量使用电子产品有关，户外活

动相对变少；另一方面就是学业压
力大。”他说，一般暑期学生配镜的
高峰期在 8 月中下旬后，很多家长
考虑到马上要开学了，会提前一两
周带孩子做视力检查，这也导致开
学前诊室相对拥挤，患者排队时间
过长。

不规范使用眼镜，度
数增长如同“坐火箭”

9 岁的涛涛半年前在市三院
检查过一次视力，当时只有 50 度，
医生为其配了一副眼镜。可是涛
涛的父母却认为，戴眼镜反而容易
导致度数加深，于是没让涛涛常戴
眼镜，而是实在看不清的时候戴一
下，用完就摘掉。

转眼半年过去，涛涛反映，自
己即便戴上眼镜也看不清了。无
奈之下，涛涛妈带着儿子来医院复
查，没想到，检查结果让母子吓了
一跳。短短半年时间，涛涛的视力
度数如同坐火箭般，从 50 度升至
150度了。

二年级的齐齐戴了两年眼镜，
但镜架变形严重，镜片磨得很花却
仍在使用。医生检查后发现，齐齐
的戴镜视力只有0.3左右。询问后

才知道，齐齐在暑假里没有控制玩
手机，怕父母责怪而不敢跟父母
说，从而导致视力度数加深。

建议：尽早建立视觉
档案，多进行户外运动

常州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眼视光专业教研室主任陈立辉认
为，家长可以给孩子报些体育运动
课 程 ，鼓 励 孩 子 多 进 行 户 外 活
动。视力方面，他建议为青少年建
立长期跟踪视力、眼轴变化的视觉
档案，定期测量眼轴，屈光力等参
数，每 3 个月左右监测一次，长期
监测，及时干预。“近视不可逆，发
现孩子近视后，家长要尽可能选择
有控制度数增长功能的手段进行
干预，不要轻信非专业人士鼓吹的

‘降低度数’产品，以免浪费时间和
金钱。”

针对孩子的学习生活习惯，丁
文慧建议，在孩子做暑假作业时，
家长一定要提醒孩子保持良好的
书写姿势；选择视线良好的环境进
行学习阅读；避免在晃荡的车、船
上进行阅读；严格控制孩子连续近
距离观看电子产品的时间；保证睡
眠、均衡营养；定期检查视力。

离开学还有半个月，小学生扎堆查视力

■杨曌 张待娣 贡雨家 图文报道

本报讯 8 月 16 日，2022 年江
苏省青少年校园篮球联赛暨江苏
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高中男子
组）在溧阳市光华高中拉开帷幕。
来自全省十三市的 18 支高中代表
队200多名男篮队员齐聚溧阳，开
展为期5天的57场比赛。

该项赛事是由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省体育局主办的高层次校园
篮球赛事，设有初、高中男子组和
女子组四个组别。

据了解，近年来，光华高中注
重学生的全面发展，校园篮球工作
开展得有声有色，曾两次获得省苏
南片分区赛冠军，多次进入省总决

赛八强。据悉，参加此次比赛的光
华高中男子篮球队中，已有多名队
员通过高考体育单招被双一流高
校录取。光华高中篮球队领队、副
校长谢渊表示，学校承办此次比

赛，不仅提升学校的篮球水平，还
能吸引当地更多的青少年投入到
篮球运动中，促进溧阳篮球的梯队
建设，进一步推动篮球运动在溧阳
的发展。

江苏省青少年校园篮球联赛在溧开赛

■杨曌 杨波 图文报道

本报讯 8 月 11 日，朝
阳新村第二小学党支部联
合天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天宁区人民防空办公
室），开展了“树立‘大人防’
理念 提高‘大安全’能力”
主题党日活动。

在金坛民防教育体验
馆，讲解员通过声、光、电、影
视互动等现代高科技展示手
段，生动详尽地展现了金坛
区民防的发展历程与建设成
就，宣传了防空防灾知识和
防护技能。跟随着展厅的变
化，经过亲身参与互动，党员
们逐步了解了地震、防空、气
象、交通、消防等知识，增强
了人防观念和安全意识，学

习掌握了公共安全应急避灾
逃生、自救互救技能，提高了
自身防护能力。

从逼真的海陆空天全域
攻防沙盘演示到VR虚拟试
穿防护服，从地动山摇的模
拟地震现场到烟雾弥漫的火
灾逃生模拟现场，金坛民防
教育体验馆集知识性、趣味
性、体验性、互动性于一体，
运用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参
观者真正掌握应对战争空
袭、自然灾害和应急突发事
件的防护技能，有效提升群
众的综合防护能力，提高城
市整体防护力。

参观结束后，党员同志
们纷纷表示，要将所学到的
人防知识传达给师生，让大
家共同树立“大人防”理念，
提高“大安全”能力。

朝阳新村第二小学

树立“大人防”理念
提高“大安全”能力

■杨曌 武教宣

本报讯 记者 8 月 17 日从武
进区教育局了解到，在近日举办的
江苏省第四届青少年创意编程与
智能设计大赛中，武进区共获得
12 个奖项，其中，武进区实验小学
获得 3 个省一等奖，武进区湖塘实
验中学获得1个省一等奖。

据了解，江苏省青少年创意编
程大赛是一项面向广大青少年普
及编程知识的科普活动，是深入贯
彻落实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
展规划》任务要求的一项具体措

施。活动旨在引导和鼓励广大青
少年用灵巧的双手，充分利用电脑
程序构建虚拟世界，并结合日常观
察和积累，去寻找处理问题、解决
问题的方法。

武进区实验小学始终坚持开
展人工智能教育。近年来，在“快
乐向上、幸福向善”办学理念的引
领下，学校荣获“全国青少年人工
智能活动特色单位”“江苏省人工
智能示范基地”“江苏省科技示范
校”“江苏省智慧校园示范校”等荣
誉。学校以此为基础打造了“虫洞
市集”创客空间，新建了人工智能
AI 实验室，不断激励更多学生积

极参与到科技创新与实践类的活
动中来，感受编程、人工智能技术
的变化，为今后人工智能时代的建
设打下良好的兴趣基础。

武进区湖塘实验中学历来重
视科技教育，配置了科技馆、机器
人实验室、创客实验室、AI 实验室
等科技活动场所。开设创客社团、
编程社团、机器人社团等一系列科
技社团，每周定时、分级开设信息
编程学习班。创意编程则是学校
人工智能社团的特色课程，除了每
周定期开课，假期也会利用碎片化
的时间，通过各种平台进行沟通、
训练。

武进教育

江苏省青少年创意编程
与智能设计大赛喜获丰收

安之若素-13：养儿养
女一个样

3.5 爸_18 年级：父母
打个电话，儿子就回家了

安之若素-13：女儿也
一样

菲妈 9 年级：我妈一儿
一女，儿子的电话打到爆都
看不到人的，女儿倒是接到
爸妈电话就回家了

3.5 爸_18 年级：看看
阳阳妈家在镇江，孩子高中
三年一趟都没回去

阳阳妈：谁说我家高中
三年没回过娘家了？我每
年都回去的

安之若素-13：我婆婆
喊闺女或儿媳，必定回来

菲妈 9 年级：生儿生女
一样的，儿子就没在外地的
了?

3.5 爸_18 年级：女人
要顾家庭、孩子、老公，哪那
么容易说走就走啊，特别是
离家远的，不知道何时能回
去一趟的

安之若素-13：我将来
都不知道怎么样，唉

菲妈 9 年级：攒钱找个
好一点的养老院了，尤其像
咱们这一代独生子女更加
不容易

3.5 爸_18 年级：看身
边二胎的都不多，都是独生
子女。到大学群里去看看，
好多都是二胎三胎

养儿不能防老了？

，晚报教育嗨嗨
这里是家长交流孩子成长的自由平台

在这里，你可以倾诉孩子成长的烦恼

在这里，你可以分享同城家长教子心得

在这里，你也可以寻求教育的最前沿资讯

请加入晚报教育

QQ群

群言无忌群言无忌

幼儿生家长群

89672273
小学生家长群

114205837
初中生家长群

65472317
高中生家长群

60473283

时间：本周 出处：晚报教育家长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