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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慧 李晨
逸）眼下正值暑假，不少家长表示每到
这个时候，就为孩子的视力发愁，尤其
是暑假期间高温、雷雨天气频繁，影响
孩子的户外活动量，导致孩子们在家
接触电子产品的时间增多，双眼工作
量剧增。如何在假期做好青少年近视
防控，眼科专家表示提前预防是关键。

“抬头，让爷爷看看你的眼睛，不
要害怕，不疼的……”近日，县中医院
眼科副主任医师陈明新正在耐心地为
小患者看诊。在县中医院的眼科诊室
外，记者看到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
来问诊。据了解，前来就诊的患者中
大多数是近视，也有一些患斜视、弱视
等眼病的孩子。“我家孩子散光已经快
两年了，我们坚持定期复诊，一旦发现
孩子近期用眼过度，就会按照医生的
建议，进行户外运动，减少用眼。一直
到现在，孩子散光的程度都没有加
深。”县城居民陈女士说。

暑假是青少年儿童近视防控的
关键期，陈明新建议广大家长，要主动
带孩子到医院检查视力，随时关注孩
子眼健康。一旦发现孩子有视物眯
眼、皱眉、歪头、视力下降等症状，要及
时到正规医疗机构检查，做到早发现、

早预防、早诊疗。此外，定期进行视力
和屈光度检查可以清楚了解孩子的远
视储备量或者近视度数，当发现孩子
远视储备不足或者近视加深时，要积
极采取措施，科学防控近视。“看诊过
程中发现很多家长带孩子图省事，把
手机给孩子看，这会给孩子的视力造
成极大的损害。所以，我想呼吁我们
的家长多陪伴孩子，多掌握一些健康
用眼的常识和方法。”

陈明新介绍，暑假时间长、天气热，
孩子容易出现生活不规律、缺少户外活
动、长时间室内近距离用眼等情况，易
发生近视或近视程度加深。家长要妥
善引导孩子合理规划暑假生活、规律作
息，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家务劳动、社会
实践、公益活动等。

充足的睡眠不仅对孩子们的发
育十分重要，还有益于视觉发育。陈
明新表示，家长应以身作则，引导孩子
规律作息，保障充足的睡眠时间。此
外，要保证孩子日常摄入营养均衡，引
导孩子不挑食、不偏食，多吃蔬菜水
果，适量摄入鱼类、豆制品和鸡蛋等优
质蛋白，也可适量食用胡萝卜、蓝莓等
富含对眼睛有益维生素的食物，少摄
入甜食、碳酸饮料和油炸食品。

暑期成近视“加速期” 科学防控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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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高水平全国文明城市建设高水平全国文明城市 在行动

近期持续高温，为
守护城市干净整洁安
全，志愿者、交警、社区
工作者们冒着酷暑奋
战在一线。8 月 9 日上
午，我县爱心人士带着
慰问品走进小区、走上
街头，为烈日下坚守的
人们送上一份清凉。

全媒体记者 朱文
婷 姜宁惠 摄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陈慧
李晨逸） 就医秩序和环境改善不
仅关乎医疗机构的自身形象，更关
乎一个城市的管理内涵和民生质
态。近年来，县卫健委和全县各医
疗卫生单位深入贯彻落实县委县
政府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全国文明
城市的目标要求，着眼新时代如东
精神和医院自身发展需求，不断加
强就医秩序和周边环境整治。

近日，记者来到县中医院一
楼门诊大厅，一群到处忙碌奔走
的“红马甲”一下吸引了记者的注
意。前来就诊的病患和家属，不
管是遇到寻路难还是不会操作设
备，抑或是就诊、取药人员排队拥
挤等问题，“红马甲”们都会“飞
奔”而来，及时提供帮助和引导。

“我年纪大了，眼睛也不太好，找
不到挂号、取药的地方，我都会找

志愿者帮忙。我女儿带我来也不
怕没地方停车，这么热的天，外面
都有保安帮忙引导，告诉我们哪
里有车位。现在看病比以前方便
多了。”前来骨科门诊复诊的黄女
士告诉记者。

在一楼导诊台的一角，县中
医院还贴心地设置了便民服务
箱，老花镜、助听器、手写板、充电
器等物品陈列其中，进一步方便
前来就诊的患者。二楼儿科诊室
内还建设了一处母婴室，尿不湿、
奶粉、婴儿床……一应俱全，正是
这么一间看似寻常的“爱心屋”却
解决了宝妈们的“大苦恼”。“不仅
如此，我院儿科、内科等诊室开始
实行预检分诊，实施电子叫号分
诊，缩短了市民的就诊等候时间，
同时实行一人一诊室，充分保护
了患者的隐私。此外，我们在门

诊大厅、广场、停车场等重点区域
增派了保洁、保安人员，确保院内
外环境的整洁和车辆停放秩序的
良好。”县中医院党委委员、党政
办主任高洁介绍道。

“停车难”一直是县人民医院
面临的难题。为了进一步缓解停
车位紧缺的问题，县人民医院在
供电公司和医院中间的空地上新
建了停车场，并安排保安维持秩
序。同时，妥善考虑就医群众及
医院职工的停车需求，鼓励职工
绿色出行，为就医群众提供更多
停车位。此外，县人民医院不断
加大对外围非法营运车辆问题的
管理力度，并安排保安每日值勤
巡查。县卫健委党组成员张建军
说：“县长效办牵头，县卫健委积
极联合县公安局、城管局、住建局
等部门，组建了人民医院周边环

境整治联合工作组，加强停车秩
序管理。”

为进一步规范就医秩序，提
升便民服务质量，县卫健委要求
各医疗机构对院内所有窗口、自
助报告机、自助挂号机等进行排
查，保证全部有“保持一米线距
离”提示且无破损。相关医院按
要求对院内环境及所有建筑物外
立面破损进行检查登记，并迅速
组织修缮，对院内飞线情况也进
行了集中治理。张建军表示，全
国文明城市长效管理是如东经济
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的长期
利好，作为服务民生的窗口行业，
全县卫生健康系统将以主人翁姿
态，不断发扬新时代如东精神和
伟大抗疫精神，以实际行动建设
好、维护好创建成果，为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献礼。

近日，走进袁庄镇赵港村9组顾本金老人家中，一张老床
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主床体外观是常见的雕花老床，约2米长，1.8米宽。这张床
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向外的延伸部分，像极了层层叠叠的屋檐，飘
檐下是雕花围栏，两侧安有窗户，床前有一块木质踏板，形成一
道小走廊，走廊两边放些桌凳小家具。屋檐和围栏上都雕刻有

“鸳鸯戏荷”“二龙戏珠”“麒麟送子”“福禄寿星”“喜鹊登梅”“八
仙聚首”“富贵牡丹”等民间传统纹样，色彩鲜艳，线条清晰。整
张床就像一栋独立的小房子，让人忍不住惊叹其艺术性。

“飘檐是后来请木工到家里来做的，之后作为婚床给儿
子结婚用的。”顾本金告诉记者，儿子在 1986年结婚，当时如
东特别盛行这种样式，为了省钱，便请了两个木工直接在家
里原有雕花木床的基础上加飘檐，用时半个多月才完成。

据如东民俗专家沈阳介绍，这种床叫“飘檐滴水雕花踏步
床”，起源于湘西土家族，在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中原地区。
飘檐下可梳妆可休憩，很好地保护了女性的隐私，因而深受人
们的喜爱，飘檐滴水雕花踏步床在如东兴盛过一段时间。“经过
时代变迁，这种床的样式逐渐被淘汰，不少老床也已经被毁损。顾本金老人将
床保存得如此之好已经非常难得了。”沈阳说。

顾本金家中还有一种更为难得的老物件，那便是一组木雕板，用它们可以制作
“南通木板年画”。老人目前保存了28张模板，大小、形状不等，但正反面都刻有不
同的菩萨传统纹样。老人现场演示了年画的制作方法，先是用一把刷子将木雕板
清理干净，再刷上一层油墨，之后覆盖上一张薄薄的纸，均匀按压后，将纸揭下来，
一张南通年画就制作完成了。“以前逢年过节的时候，很多人来求回去，贴在门上或
者门框上面，直到现在，每到春节，还有不少需求。”顾本金告诉记者，木雕板是请木
工雕刻而成，距今已经有50多年历史了。

“老人今年已经94岁了，我们在这里发现的飘檐滴水雕花踏步床和南通
木板年画都保存良好，让我非常欣喜。“沈阳感叹道，”这些老物件体现了如东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反映了如东某一时期的人文社会发展特征，对当地
历史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为提升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
力，整合优势资源，经协商如东县扶
海广电科技有限公司、如东县广视
商业贸易有限公司、如东县文广传

媒工程有限公司与如东县文广传媒
广告有限公司达成合并协议，现特
此公告。

2022年8月11日

就医环境大改善 便民服务更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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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马塘镇晓塘街 101 号的
公房，原承租户是张巧英，现已
故。因马塘镇晓塘文化街拆迁，
屋内还有旧物。请张巧英家属见

公告后尽快联系相关部门。
联系单位：南通通如房产有限公司
联系人：沈海燕
联系电话：18912416686

公 告（上接第一版）老旧小区的改造一头
连着民生、一头连着发展，是百姓

“看得见、摸得着”的贴心工程。去
年，我县共投入1800万，对黄油枪宿
舍楼、紫城花苑、安康小区等 6个老
旧小区进行改造，涉及小区雨污水
管道、道路、绿化、建筑外立面、楼
道、停车位等，同时还增加燃气管
道、路灯、监控等，切实改善了小区
的生活环境，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品
质。今年，我县确定3个老旧小区改
造项目，预计总投入2000万，目前已
经完成3个老旧小区的施工图审查，
编制了施工预算，确定了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正在挂网招标，预计近期
进场施工，12月底项目完工。下一

步，我县将进一步加强老旧小区的
改造力度，持续在宜居舒适、共享共
建等方面探索创新，全面破解老旧
小区改造难题，解决民生实事，提升
群众居住品质。

充电桩建设化解“里程焦虑”
上午9点，在县政府大楼前的停

车场内，几辆新能源汽车正在此充
电“续航”。居民翟先生是一位货拉
拉司机，经常利用休息的时间来这
里给爱车充电。“像我们这样天天在
外面跑的，每个月行驶里程1万多公
里，相较于燃油车，电车肯定更经济
实惠，但是以前充电桩配置比较少，
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充电不方便。”翟

先生告诉记者，如今新能源汽车充
电桩增多了，有效解决了“充电难”
的问题，极大程度缓解了出行的里
程焦虑。

与此同时，家住附近的吴女士
驾着爱车缓缓驶进停车场，她按照
充电桩上的提示要求进行了一番操
作后，便在车内开始了等待。“我们
家附近有好几个充电桩点位，充电
桩数量也比较多，不用担心没地方
充电，随用随充、充满自动断电，像
我的车，充满电后，能跑300公里，确
实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吴女
士说。

近年来，我县加大新能源汽车
推广力度，持续推动新能源汽车

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因地制宜
对县城及周边乡镇充电桩点位的
布局进行了合理的规划，目前，共
建设电动汽车充电桩 256 根，其中
包括公用充电桩 98 根，专用充电
桩 70 根，公交车充电桩 84 根，主
要分布在公用停车场、便民服务
中心、商业中心等附近，为广大电
动车车主提供便捷充电服务。下
一步，我县还将积极与充电设施
建设运营企业合作，继续在公共
停车场等地方建设充电桩，进一
步优化充电桩点位的设置，继续
加强充电桩的服务应用，为我县
电动汽车车主提供更方便快捷的
充电服务。

从文明出发 让幸福落脚

垂柳依依，水清岸绿。经过三
年多的建设，总投资超12亿元的“三
河六岸”项目已进入尾声，成为如东
百姓文娱休闲、生态康养的亲水公
园。“这几年河岸变化太大了，现在环
境多好，像公园一样。”家住水韵名居
小区的王小娇介绍，夏天的晚上小区
有不少人来跳广场舞，她也经常带孩
子来纳凉，漫步亲水栈道，河岸两边
生机勃勃，令人心旷神怡。

在城市建设中坚持把让人民宜
居安居放在首位，近年来，我县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以“治水”为主线，

“精雕细琢”城市空间，致力打造“城
依水、水抱城、水城一体”的滨海水

乡之城，建设美丽宜居城市，“三河
六岸”成为市民健身休闲新去处。

从高空中俯瞰，掘苴河贯穿县
城南北，水面波光粼粼，景色秀丽。
而在几年前，这里还是“见水不近
水”，环境脏乱。“过去这边堆放着不
少垃圾，水发黑发臭，跟‘美’字一点
搭不上边。真是没想到，现在有这
么大的变化。”居民许建红住在掘苴
河边的小区好多年了，她感慨地说，
现在出来散步，每当看到清澈的河
水，心里总生出一种畅快爽朗之感。

除了河道整治，“三河六岸”项
目还着力推进景观绿化工程，对如
泰运河、掘苴河、掘坎河及其支流城

区段，采取新建或改建生态岸坡、景
观绿化等综合措施，沿线立体种植
了种类繁多的植物，景观带一年四
季风景常在，规划全线贯通的园路、
骑行绿道、亲水漫步道，实现城市与
河道的无缝衔接。到了夜晚，以宾
城大桥为标志的夜景建筑熠熠生
辉，沿岸的亮化工程让整个景观带
换了一番风情。

“风景很美，我经常在河边转
转，散散心，跑跑步。”居民周玉春
说，“三河六岸”是真正的亲水公园，
生活在这种环境里，是一种享受。
他告诉记者，有时候出门办事，路途
不远的话他会特地取道景观带步行

前往，就为欣赏如画般的美景。“现
在疫情还是多点散发，很多人出门
旅游不方便，要我说啊，赏景何须出
远门，我们身边不就是再好不过的
景点吗？”

此外，在治水植绿的基础上，
“三河六岸”项目还配套建设了五
咀、两湾、两街、八馆，通过加快招商
运营，依托崭新的城市新面貌，招引
一批知名品牌在沿线街铺落户，不
仅致力满足人民群众的现代生活需
求，还将如东的渔业文化、盐运文化
等特色文化融入其中，延续城市历
史文脉，赋予老百姓更深层次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

人依水 水抱城

“三河六岸”成为市民健身休闲新去处
□ 全媒体记者 陆昊 吕二函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季湘
婷）近期，高温持续不退。8月 4日
开始，我县连续发布高温橙色预
警。据统计，6月起，截至目前，我县
已累积发布 22次高温预警。今年以
来，我县高温日数明显偏多、强度偏
强。我县历年 8月上旬平均气温为
28.6℃，今年平均气温超过 30℃，明
显高于同期。截至 8月 11日已出现
高温日数 19天，为 1961年以来同期

第三位，次于 2013年和 2017年的高
温日数。

记者从县气象台了解到，未来几
天，在南亚高压的支持下，副热带高
压进一步增强，淮河流域高温继续加
强扩大，或将迎来今年最强高温，我
县最高气温将保持在 38℃至 39℃，
并可能伴随午后局地对流性天气，极
端最高气温和连续高温日数或突破
1961年以来极值。

我县未来十天高温仍将继续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