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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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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边疆孩子享受到更好的教育，年近 5旬

的南谯区东坡中学教师王共喜、苏春霞夫妇俩积

极响应组织号召，放弃城市的安逸生活，不远万里

援藏支教。他们克服高原缺氧等难以想象的困

难，用辛勤的汗水和不懈的坚持，在珠峰脚下努力

实践着人民教师的初心使命，唱响了民族团结的

赞歌，用爱心浇开雪域高原朵朵格桑花。

自小生活在农村的王共喜、苏春霞，深深体会

到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在教育，从青年时就有了

奔赴边远贫困地区支教的梦想。大学毕业后，他

们毅然选择了当时比较偏远的滁州市施集中学任

教，一干就是 20 余载。之后，他们响应上级号召，

先后进入滁州市实验小学、东坡中学任教，为城市

教育作贡献。

2019 年 7 月，得知安徽省援藏教师计划后，王

共喜激动地报了名，并成为安徽省第七批“万人计

划”援藏教师中的一员。2020年暑假，在爱人王共

喜的感召下，苏春霞老师毅然报名参加安徽省援

藏替补教师的选拔，也顺利成为安徽“万人计划”

援藏教师中的一员。

然而，援藏支教事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高

原缺氧、强烈的紫外线照射……特殊环境下，夫妻

二人前后都出现了失眠、头痛等症状，体重明显下

降，苏春霞老师的白头发也渐渐多了起来。

困难面前，他们毫不退缩。在西藏山南市完

全中学，夫妻二人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同甘共苦，

以“援藏人”的真挚情怀，给雪域高原的孩子们点

亮希望的明灯，关爱孩子，筑梦未来。

为了克服语言上的障碍，他们向援藏同行请

教，放缓语速，辅之以肢体语言与藏族学生进行

沟通。

藏族学生基础薄弱，学习行为习惯没有很好

养成，为改变这种状况，王共喜老师不断调整教学

思路，采用“两遍备课、两遍上课”以及“科学-技

术-社会”即 STS 的教育引导等方法，逐渐形成一

套有效的适合藏族孩子的教学方法。他还买来本

子和笔对班级里的优秀学生和成绩进步显著的学

生进行奖励，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王共喜

老师的辛勤教育下，他所带班级学生的成绩从全

校落后的位次跃升为全校前三。

更令人感动的是，他们还非常关注班级里的

特殊学生。有个叫次旺欧珠的学生口腔内有两三

个米粒大小的溃疡，苏春霞老师知道后便从宿舍

拿来棉签、冰硼散等药物给他涂抹治疗，并到水果

店买来几斤水果，叮嘱他多吃水果和蔬菜。此外，

苏春霞老师还常常利用休息时间给同学们缝补衣

服，深深地感动了每一位学生，孩子们都亲切地称

她为“苏阿妈”。

王共喜、苏春霞夫妻俩的辛勤付出得到了山

南市完全中学师生的充分肯定，他们荣获了学校

教育教学一等奖，王共喜老师还被受援学校授予

了优秀教师称号。

夫妻携手 爱洒高原
——记南谯区援藏教师王共喜苏春霞夫妇

全媒体记者王太新

本报讯（梁 岩 全媒体记者刘 晨）
“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针对儿童、亲子

的各种消费项目和优惠促销活动琳琅满目，

日前，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发布了儿童节专题消费提示。

近期，疫情防控工作依然不容松懈，而

儿童的免疫力较正常成年人低，属于易感人

群，家长们应尽可能减少带孩子出入人群密

集场所。若外出游玩，应做好个人防护，儿

童要使用儿童专用口罩，勤洗手，做好消毒

工作。

天气渐热，溺水事故进入易发期、高发

期。家长带孩子开展游泳锻炼时，切勿在河

流、野水塘等地方下水，即使在有教练和救

生员指导的专业游泳场所，孩子已经学会了

游泳，也不能掉以轻心，不要一直低头玩手

机，以免发生意外时没能注意。

根据我国相关规定，童车、电玩具、娃娃

玩具、塑胶玩具、金属玩具、弹射玩具等儿童

玩具必须经过“3C”强制性安全认证并标注，

家长在选购时应注意识别，认真阅读玩具的

说明书，购买与孩子年龄相符、质量安全的玩

具，不买“三无”玩具，也不要购买带有锋利棱

角、尖锐金属等易给儿童造成伤害的玩具。

带有香味的玩具，可能含有苯等不利于儿童

健康的物质，应谨慎购买。此外，还要仔细检

查玩具零部件，避免孩子误吞危及生命。

服装分类中，A 类为婴幼儿用品，B 类为

可直接接触皮肤用品，C 类是非直接接触皮

肤用品。家长给儿童选购服装时，应以舒适

安全作为首要考虑，查看服装吊牌标注是否

齐全，是否有“A 类”标志、“婴幼儿产品”等

标识。尽量为婴童挑选颜色较浅的，甲醛、

染色牢度超标风险较小些的衣服，选择柔软

性、透气性较好的面料。避免带有细小装饰

物、带绳的衣服，预防孩子误吞和窒息危险。

由于儿童身体尚未发育完全，药物代谢

酶分泌量低，对药物的吸收代谢速率与成人

不同，对药物的敏感性和耐受性与成人有异，

因此儿童给药绝非将成人药量缩减即可。应

遵循优先物理治疗、服药种类尽量少、给药方

式首选口服药并在医师指导下用药，切忌盲

目用药、偏方用药。此外，正常发育、合理进

食的儿童并不需要保健食品，过量摄入一些

物质，会增加儿童身体的负担，还有一些保健

食品含有激素类物质，对成年人影响微弱，但

儿童“进补”则可能出现性早熟等问题，因此

尽量不要给儿童购买保健食品。

防疫不松懈 安全放首位

我市把好“六一”消费安全关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胡文峰）近日，记

者从市城管执法局获悉，为方便本地瓜农

进城售瓜，规范售瓜行为，从 6 月 1 日至 8

月 30 日，滁城将设置 149 处地产西瓜临时

销售点。

随着本地产西瓜成熟上市，我市今夏

的地产西瓜临时销售点从 6月 1日正式开

启。这一政策已经执行多年，既方便瓜农

进城销售、市民就近购买，又方便城管部门

集中管理，维护市容，受到不少瓜农和市民

的欢迎。今夏设置的 149处地产西瓜临时

销售点，有的分布在丰乐大道、南谯路、清

流路等城市道路旁，也有位于山水人家、菱

东花园、天逸华府等小区处，琅琊区 34处、

南谯区 27 处、经开区 72 处、苏滁高新区 5

处、琅管委 11处。在地产西瓜临时销售点

的选择上，既要避开主次干道，还不能占用

人行盲道和快慢车道，不影响市民出行，同

时兼顾市容市貌，城管执法部门可谓煞费

苦心，前期进行了实地勘察。

城管执法部门提醒瓜农，进城售瓜要

在指定临时销售点定点销售，自备垃圾桶

框，瓜皮垃圾及时入桶，保持周边整洁卫

生，自觉服从城管执法人员管理，引导购

瓜顾客在划定的停车区域线内有序停放

车辆，不得影响行人通行，不得超范围经

营。在售卖过程中，不得使用扩音器宣传

扰民，不得使用破旧、污损遮阳棚伞，影响

城市市容，另外如有城市管理需要，进行

点位调整的，请瓜农们积极配合。

滁城今夏将设149处地产西瓜销售点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李文刚）近年来，

定远县教体局扎实开展文明诚信育新风

工作，积极推进信用制度建设、政务诚信

建设、诚信师生培育等，努力构建信用体

系建设新格局。

阳光透明优服务，打造诚信机关。该

教体局根据市、县两级信用办工作要求，

加强信用平台建设，依据权责清单，编制

“双公示”事项信用信息目录，并及时进行

填报，做到应归尽归、应集尽集，提升信用

信息的覆盖率、准确性。政务公开常态

化，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开设政务专栏

等公开方式，向社会公开相关决策部署、

涉及师生切身利益等重要事项，实现教育

环境公开透明、机关工作诚信规范。

以点带面提品质，培育诚信学生。98

所中小学守牢课堂主阵地，把诚信教育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养成教育、法治教

育、心理健康教育等有机结合，纳入中小

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并渗透到

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

德能并重强引领，塑造诚信教师。学

校健全诚信考核机制，落实信用报告、信

用承诺和信用审查机制，将信用评价与教

师招聘、年度考核相结合，与职称评定、评

先评优等挂钩，引领全体教师廉洁从教守

初心，立足本职做贡献。

依法治教重规范，建设诚信学校。全

县各校充分发挥信用建设与法治建设的

引领性、保障性作用，健全校务公开制度，

落实依法治教政策，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定远教体局积极培树文明诚信新风

诚实守信诚实守信 共建文明共建文明··群体群体

本报讯 为了进一步普及社区居民

的健康保健知识，引导树立健康生活方

式，5 月 27 日上午，南谯区龙蟠街道红庙

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医疗专业志

愿者开展“医疗服务进社区 爱心义诊暖

民心”主题活动。

活动现场，医务志愿者们给居民发放

健康手册和宣传单，认真耐心地解答老年

人关心的高血压和牙科等疾病预防、康复

指导方面的问题，并给大家讲解一些保健

知识，同时，还给大家提供了免费量血压

和牙科检查等志愿服务，并根据个人情况

给居民一些指导性建议。

此次义诊活动受到了居民的热烈欢迎

与一致好评，进一步拉近了社区与居民的距

离，前来就医的居民络绎不绝。社区居民表

示，前段时间志愿者上门帮助登记预约新冠

疫苗接种，现在又有爱心义诊活动，咱们社

区着实在为老百姓办实事啊！ （高 超）

红庙社区开展医疗服务进社区活动

连日来，来安县张山镇有序推进新冠肺炎疫苗全民接种工

作。目前，张山卫生院每日最高接种可达 600剂次以上，已累

计接种 1800剂次。对于出行不便、交通不畅的村民组，该镇各

村想方设法，采取便民措施，确保村民接种疫苗不遗漏。同时

为了确保安全，村里还特意安排村干部全程陪同，时刻关注村

民接种的后续情况。此外，张山镇各村组织党员和巾帼志愿者

全程参与疫苗接种工作，为疫情防控贡献力量。 （张世勇）

张山镇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有序推进

中考临近，滁

州市八中开展考前

心 理 素 质 拓 展 活

动。活动通过“异

掌同声”“口号大比

拼”“挑战一封信”

“挑战动力圈”等拓

展游戏，让广大学

生们展示自我、建

立自信。

图为八中师生

在进行“挑战动力

圈”游戏。

特约摄影董 超
通讯员王冬梅摄

心理素质拓展 释放考前压力

本报讯 围绕庆祝建党 100 周年，紧

扣“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总要

求，5 月 27 日，市审计局联合紫南社区，邀

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健康素养巡讲

专家走进社区居民当中开展“我为群众办

实事 健康科普走基层”志愿服务活动，扎

实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走进基

层、温暖民心。

结合第 34 个“世界无烟日”和当前疫

情防控工作，巡讲专家以志愿者身份进行

烟草危害、吸烟有害、新冠肺炎知识、公民

防疫基本行为准则等公益宣讲，普及健康

防疫常识。针对易学、易会的预防方法、

注意事项、文明礼仪、健康生活方式等方

面，宣讲现场穿插提问抢答环节，巡讲专

家和参与居民热情互动。最后，居民纷纷

签订了“拒绝吸烟危害 创建无烟家庭”

“使用公筷公勺 你我文明健康”承诺书，

表示要培育科学文明理念和健康生活方

式，大力营造人人关注健康、人人倡导文

明风尚的良好社会环境。

此次活动中，审计部门以民意为导向，

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印刻在心上，熔铸到

思想中，落实到行动上，努力体现党史教育

的核心要义和根本要求，努力把党史学习

教育成果转化为为民解忧、为民纾困、为民

服务的实际成效。 （朱海燕）

市审计局主题志愿服务活动走进紫南社区

当前我市进入油菜成熟收割期，为减少机械化收获损失，

日前，市农业农村局、市农机推广站组织技术人员，赶到南谯

区乌衣镇汪郢村井郭组，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减损护农志

愿服务。活动现场，志愿者对农机手操作进行规范指导，要求

因田因时调整收割机参数，最大限度降低油菜机械化收获损

失，增加收入。 （孔 寿）

市农业农村局开展减损护农志愿服务

5 月 21 日，中铁四局滁宁城际铁路二期工程门式墩钢盖

梁全部吊装完成，标志着该标段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取得重大

突破，为全线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据该项目安全负责

人郭克华介绍，本次吊装的钢盖梁长约 32米，重达 160吨。钢

盖梁吊装作业位于市区主干道上，横跨 6 车道，车流量大，具

有安全风险高、施工难度大、技术要求严等特点。 （许无疾）

滁宁城铁二期工程钢盖梁吊装全部完成

自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活动开展以来，凤阳县法律援助中心

把“我为群众办实事”作为检验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群

众最关心的法律问题，积极开展法援惠民生活动，切实增强人

民群众在公共法律服务领域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截至

目前，凤阳县法律援助中心已受理职工维权案件 136人次 200

余件，共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310余万元。（张树虎 代树东）

凤阳法援中心为群众办实事解民忧

为切实提升食用农产品快检人员的技术水平，进一步规

范快检操作流程和细化快检工作要求，强化市场准入把关，保

障人民群众“菜篮子”安全。5 月 26 日下午，全椒县市场监管

局邀请第三方检测机构共同举办“全椒县民生工程快检室快

检人员业务技能培训班”，由检测机构技术人员进行授课培

训，全县 18家民生快检室、36名快检人员参加此次培训。

（倪世良 田 键）

全椒市场监管局加强快检人员业务技能培训

5 月 24 日，人民银行来

安县支行深入水口镇王道

兵家庭农场，了解小麦收

割、收购情况，督促银行业

机构为其提供金融支持。

今年以来，该县银行业

机 构 新 增 涉 农 贷 款 15 亿

元，支持农业经营主体近

1000 余户，为乡村振兴注

入了金融“活水”。

特约摄影吕 华
通讯员王 峰摄

金融金融““活水活水””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培 育 和 践 行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敬 业

新时代文明实践在皖东

刘青，中共党员，工程硕士，副教

授，安徽省“中级”双师，计算机网络管

理员（高级）、大数据分析师、计算机网

络考评员，2004 年 7 月至今在滁州职业

技术学院从事物联网等专业的教学、科

研和科研管理工作。先后获安徽省教

坛新秀奖、学校教学名师奖、滁州市师

德标兵、滁州市优秀共产党员等。主持

各级各类科研项目 10 余项，公开发表

科研论文 10 多篇，获国家专利授权 10
多项，指导学生竞赛获省级以上奖项近

20 项。

积极开展教改科研，爱岗敬业教书

育人。自任教以来，他先后承担《物联

网综合应用》等多门专业核心课程的教

学，并率先在学校实施“工学结合、理实

一体”的项目化教学改革。其中《计算

机网络应用》的课改得到教育部职教专

家姜大源教授的肯定，2012年牵头申报

“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获得全省高职

院 校 首 批 。 教 书 育 人 与 科 学 研 究 并

重。2014 年，“基于物联网的农作物生

长环境信息采集系统研究——以滁州

贡菊生长环境为例”课题获得安徽省高

校自然科学重点项目立项，成为学校首

批省级重点项目。2019年主持的“大数

据技术在社区居家养老中的应用研究”

课题又获得安徽省高校自然科学重大

项目立项。

积极指导技能大赛，提升能力培育

人才。他先后成立了“专业工作室”“创

新工作组”“竞赛团队”“专业协会”等，

指导大学生课题 8 项，带领学生设计了

“智能家居系统”等 10余个，取得各类奖

项 30余项。

积极做好科技工作，转化成果服务

社会。组织教师先后为安徽明瑞等多

家企业，提供技术支持、项目咨询、知识

产权申报等服务。仅 2020 年学校与 16
家企业签订科技成果转化合同，完成科

技成果转化 41项。

积极强化岗位职责，规范有序助力

发展。2020 年，全年组织教师申请各

类 专 利 400 多 件 ，全 校 授 权 专 利 242
件。据有关智库数据统计，2020 年，滁

州职业技术学院发明专利授权量在全

国同类院校中排名 55 位，在安徽省内

排名第 2 位。

让科技之光充满校园
——记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刘青

吴新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