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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余所中小学教室完成照明改造
全市中小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三年稳定
北京晨报讯（记者 刘佳）
“哪 历一段时间黑暗，然后进入光感
怕只有很轻的近视也会影响看 跳跃的房间体验暗与明。之后，
东西的感觉，很模糊，不舒服。” 在教室的侧墙上，挂有不同的视
昨天，在东城区史家小学的“睛 力不良体验设备，透过这一设备
睛体验中心”，学生们借助工具 学生们将会看到一个“模糊”的
体验视力不良的观感。学校借助 世界。通过这种方式，提醒学生
这一体验中心提醒学生们养成 们爱护视力，注意用眼卫生。“体
‘寻找光
良好的用眼习惯，降低视力不良 验中心分为‘体验黑暗’
‘多彩世界’
‘预防干预’四大
的检出率。近年，本市投入 1.1亿 明’
元完成对全市 1278所中小学、 部分，可实现眼科医院和健康教
35058间教室及黑板照明的标准 室的多项功能。”史家小学党总
化改造。通过重重努力，2016至 支书记洪伟介绍说。
2017学年度，全市中小学生视力
不良检出率为 58.6%，与 2015 眼保健操纳入课表
至 2016学年度持平。
据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副巡视员、新闻发言人高小
校园内自备视力检测仪
俊介绍，自 2006年以来，市卫计
视 力 表 、视 力 仪 、散 瞳 委与北京市教委携手，将保健操
仪 …… 这 些 出 现 在 医 院 的 正 时间纳入中小学课程表，普遍实
规视力测量仪器，在史家小学 施定期调整学生座位的制度。在
的“睛睛体验中心”也能见到。 学龄前儿童方面，2017年，4至 6
据学校校医刘荣介绍，该体验 岁儿童眼保健覆盖率达 99.3%。
近年，市教委也联合多个部
中心日常向全体学生开放，校
医们将为学生一一介绍仪器的 门，将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纳入区
名称及作用。在“爱眼日”或“六 政府绩效考核，并开展有关视力防
水长城栗花节开幕
一”儿童节当天，学校还会特别 护的专项工作。在视力防治多措并
从医院请来医务工作人员，利 举的举措下，2016至 2017学年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徐晶
“有山有水有长城，大明板
用校内的设备为学生们提供专 度北京市中小学生视力不良检出
晶）昨日，2018北京水长城·栗
栗漫坡生”
，这是九渡河镇资源
业的验光服务，让他们时刻关 率为 58.6%，与 2015至 2016年
（上图）。本次活
特征的集中写照。
端午节期间，
花节正式开幕
注自己的视力情况。
度持平。但面对中小学生视力不良
在水长城景区半岛明萃楼游客
动以“走进九渡河
畅游栗花
除了这些，史家小学还有不 依然存在的问题，市教委巡视员王
海”为主题，时间持续至 6月 可亲手体验包粽子，还可自行
少医院少见的稀罕物件儿。在体 定东表示，首先要以预防为主，同
采集栗花编织火绳感受传统民
20日。
验中心的另一间教室内，学生经 时加强综合实测。

高血压医联体大兴中心成立
为高血压管理的“主战场”，通过
日前，国家心血管病中心高血压 覆盖全区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专病医联体北京市大兴区中心 让高血压患者在家门口的社区
正式成立。大兴区人民医院和全 医院就能享受到大兴区人民医
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全部纳入 院乃至阜外医院专家的指导和
医联体，这意味着，今后大兴居 诊治，减轻居民的疾病负担。在
民可在家门口享区人民医院乃 大兴中心启动后，来自国家高血
至阜外医院专家诊疗。据悉，
“大 压专病医联体办公室、阜外医
兴中心”由国家心血管病中心、 院、宣武医院和大兴区人民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大兴 的专家进行了专题培训。下一步
区卫生计生委主办，由区社管中 大兴区将通过高血压专病医联
体各成员单位的协作，提高基层
心、区人民医院承办。
今后大兴区要建立规范 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能力，
化、系统化、智能化的高血压防 推动疑难高血压病双向转诊、远
治网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将作 程会诊以及人员培训等。

俗。同时，
“醉美水长城”手机摄
影征集等活动也将启动。除此
以外，九渡河镇已有 30余家
高端民宿在西水峪、石湖峪、撞
道口、二道关等村安家落户。
首席摄影记者 李木易 / 摄

端午公交增运力 周五晚高峰提前
17 条旅游专线配足运力 游客前往指定地点乘车避免受骗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徐晶晶）

石景山景观公园今年开工建设
北京晨报讯 （记者 王海亮）

今年将开工建设石景山景观公
园，保护利用好石景山古建筑群；
M6线西延海淀五路居—苹果园
南路段今年通车……北京市发改
委昨天发布“新首钢高端产业综
合服务区发展建设 2018年度重
点任务安排”，透露了上述消息。
今年，新首钢地区将加快区
域基础设施建设。重大功能性项
目方面，加快推动长安街西延线
跨永定河特大桥、苹果园交通枢
纽建设，加快古城南街等主干路
建设，建成北辛安路北段，力争北
辛安路南段具备开工条件。区域
内部基础设施配置提升方面，今

年将聚焦北京冬奥组委周边道
路、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训练中心
周边道路建设；开工建设石龙、群
明等变电站，推进石景山水厂、丰
台河西第三水厂建设。区域生态
环境提升方面，今年将开工建设
石景山景观公园，保护利用好石
景山古建筑群；推进首钢工业遗
址公园建设；启动群明湖景观改
造及北侧生态景观廊道建设，基
本完成秀池改造工程。此外，今年
还将深挖首钢工业遗存和永定河
山水文化内涵，抓好永定河城市
段两岸以及滨河用地开发管控、
风貌引导，推动奥林匹克文化、国
际化元素与区域转型深度融合。

周六将迎来端午小长假，昨日，北京晨报记者从公交集团了解到，根据以往小长
假交通特点，预计 6 月 15 日，即端午小长假前一天的晚高峰将提前至 15 时，市区内
公交将提前进入晚高峰运营模式。 同时，端午期间，本市 17 条旅游专线将配足运力，
满足端午节期间市民乘公交游京城、乘公交抵达景点的需求。

公交提前启动
晚高峰模式

公交集团预测，端午节期
间，公交集团客运总量约为
2620万人次，日均客运量约
873万人次。为应对节日期间
客流高峰，公交集团预计每日
配车 1.63万部，每日计划车次
13.9万次。
根据小长假交通特点，周
五午后就将迎来假期前的客流
高峰，预计晚高峰将提前至当
日 15时。届时，公交市区线路
也将提前进入晚高峰运营模
式，加密发车间隔；各条郊区线
路、高速线路将延长晚高峰运
营时间。
地铁动物园站
适时甩站

边的每条公交线路都将增配 2
至 3车辆，在客流高峰时段增
发车次，方便市民出行。
同时，端午期间，东直门、
德胜门两大郊区旅游发车点运
力将增加。其中，由德胜门直达
八达岭长城的 877路旅游专
线端午节期间单日最多备车
220部，采取满座即发、多车同
时开门上客的调度措施，缩短
乘客的候车时间，预计每日发
车达 240余车次。
公交集团表示，端午节期
间，地铁 4号线动物园站将根
据客流情况适时实行甩站通过
措施。地铁封站时段，公交集团
将增发动物园周边公交线路车
次，并在每日 13时至 18时安
排 5部备车，根据动物园地区
客流变化，适时开通衔接动物
园至车公庄西站的公交摆渡专
线，方便市民接驳地铁 6号线、
9号线。

公交集团表示，端午期间，
将重点增加市区内各公园景 热门旅游线
点、各商业娱乐地区和郊区各
旅游景区公交线路的运力。途 随时增发车次
经天安门地区、故宫地区、颐和
此外，为方便游客端午假期
园、动物园、奥林匹克公园等景 休闲出行，北京旅游集散中心开
点周边和火车站、长途车站周 行的 17条旅游线路将增加运

力。其中，3条旅游公交线路客
流高峰日配车 40部，3条城市
观光线最高配车 41部，2条夜
景观光线每日增发 4至 6车次，
开往古北水镇、慕田峪长城、天
津等 6条一日游线路也将根据
客流变化适时增发车次。
市民可通过北京旅游集散
中心官方网站或拨打服务热线
83531111咨询休闲旅游线路
详情。
需要提醒市民的是，北京
旅游集散中心是北京市旅游委
唯一推荐的一日游接待机构，
凡张贴在公交站牌上的广告和
路边揽客均为假冒，请游客前
往旅游集散中心指定发车点乘
车，避免上当受骗。
昨日，京港地铁发布消息
称，为方便乘客端午假期出行，
假期前一天的 6月 15日以及
假期最后一天的 6月 18日，
京港地铁 4号线北京南站发
出，开往安河桥北方向的列车
将延长运营时间 30分钟，末
班车时间由 23时 15分调整
为 23时 45分。延长运营期
间，京港地铁将加开临客，方便
乘客顺畅出行。
北京晨报记者 曹晶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