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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即将来临，为摆脱
平日里学习的紧张和黄金周
的拥挤，大部分学生都会选
择在暑假期间外出旅行为自
己加油充电。遮阳帽、太阳
伞、药物、防晒护肤品、相机、
运动鞋……成了旅游的必备
行头。记者采访了几位户外
好爱者，为准备外出旅行的
人们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外出旅游，必须要克服
高温天气和紫外线，除了常规
的折叠太阳伞、遮阳帽外，还
需要特别准备一副具有偏光
功能的太阳镜，因为夏季旅行

日晒时间长，面对强烈的紫外
线，其实眼睛也很需要“防晒”。
户外爱好者张建国说。

如何正确选购太阳镜，
让消费者犯了难。中国驰名
商标保圣PROSUN偏光太阳
镜的导购告诉记者，在挑选
太阳眼镜时，不要抱着“能戴
就行”的心态，随意购买。应
选择信誉好、正规的眼镜店，
不因贪图便宜而购买劣质
品，要看清楚相关合格证。她
说：“正规的太阳镜都应该标
有品名、执行标准、眼镜类
型、镜片执行标准以及厂商

信息和国家颁发的生产许可
证号等信息。”

据介绍，消费者可以根
据自己的脸型、鼻型选择合
适的太阳镜。镜框不宜过重，
重的镜框容易导致眼睛酸
胀。挑选时，还应该仔细查看
镜片表面是否光滑，有无气
泡、划痕，避免引起头晕、恶
心等不适症状。镜片类型最
好选择偏光镜片，因为其可
以有效阻隔紫外线，消除眩
光、反射光。一些正规厂家还
会在镜片表面经过强化、防
静电等特殊处理，镜片就不

易磨损、刮伤且不易粘灰。
随后，记者采访了我市眼

科医院的专家，他说，在户外
呆的时间越长，眼睛和周边肌
肤受到的紫外线辐射越强烈，
过度曝晒太阳会导致皮肤出
现皱纹、并引发眼疾病。太阳
镜是夏天保护眼睛成本最低、
最方便的一种方式。

他告诉记者，“便宜的太
阳镜大多都是劣质产品，镜片
多选用废弃塑料或玻璃打磨
而成，存在着色不均、厚薄不
一、镜片有杂质、架构设计不
合理等情况，同时还没有防紫

外线的功能。如果长期佩戴就
会引起眼睛疲劳、看东西模糊
等症状，甚至会灼伤眼睛，或
引发眼部疾病。最初的时候病

症比较难发现，随着时间延
长，感觉会越来越明显。此外，
劣质镜片还会引起恶心、健
忘、失眠等情况。”

暑假出游，太阳镜是最好的防晒护肤装备

假期邻近，市教育局呼吁家长合理安排孩子生活

暑期“充电”要瞧准学校再选
本报 6月 2 7日讯 (记者 谭

文佳 ) 2 7日，市教育局发布了
《致全市中小学生及家长的一
封信》，呼吁广大家长合理安排
孩子假期生活，提醒并指导，如
果想在暑期为孩子充电，如何
选 择 正 规 优 秀 的 民 办 培 训 学
校。

暑假即将到来，教育局呼吁
广大家长要理性处理孩子参加
辅导培训的问题。希望同学及家

长合理安排假期生活，积极到博
物馆、图书馆、科技馆等场所参
观学习，积极到大自然中去体验
山川之美，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
公益活动。无论是学习特长，还
是补习文化，都应该根据孩子实
际情况，尊重孩子意愿，从孩子
的兴趣和需求出发，而不应盲目
和强迫孩子学习特长和补习文
化，增加孩子身心负担，影响孩
子健康成长。

此外，据市教育局工作人员
介绍，如果假期给孩子充电，应瞅
准学校再选。正规民办培训学校
应该五证齐全，有教育主管部门
颁发的办学许可证、民政主管部
门颁发的民办非企业登记证、质
监主管部门颁发的组织机构代码
证、物价主管部门颁发的收费许
可证和税务主管部门颁发的税务
登记证等证件。

另外，学生和家长可以通

过淄博教育信息网查询经市及
区县教育主管部门审批的民办
学校名单，也可以到现场查看
学校办学条件。市教育局每年
组织一次民办学校办学水平综
合评估和年检，每两年评选一
次民办教育名牌学校、名牌专
业，学生和家长可以将以上结
果 作 为 选 择 民 办 学 校 参 考 依
据。在选择学校时不要轻信学
校招生宣传广告。

本报6月27日讯 (记者 李
超) 为保障淄博农产品消费安
全，市农业部门将于6月下旬在
全市开展2013年农产品第二次
例行监测，重点监测50种农药的
残留。

据了解，本次监测共抽检蔬
菜样品140个(高新区、文昌湖旅
游度假区各抽检样品10个，其他
区县各抽检样品15个)，抽检生
产基地样品数不少于样品总数
的80%。监测项目为甲胺磷、氧
化乐果等50种农药。

监测将根据《食品中农药最
大残留限量》标准进行判定，所
监测项目全部合格者才为合格，
有一项指标不合格者，即判为该
产品不合格。

据了解，农业检测部门将于
6月28日开始对农产品生产基
地、超市、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
市场进行抽测，7月18日前向市
农业局报送检测结果和工作报
告。市农业局将对检测结果反馈
到区县党委、政府分管领导、农
业局长。检测出的不合格样品由
市农业行政执法支队会同区县
农业部门进行追溯处理。

淄博大力推进普通高中发展特色，为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

后年高中普建数字化校园
本报6月27日讯 (记者 谭文

佳 ) 2 7日，市政府办公厅发布
了《关于推进普通高中教育优质
特色发展的意见》，为形成“高质
量、多样化、有特色、可选择”的
普通高中发展格局，提出了具体
详细的意见。

《意见》指出，特色发展的主
要目标是，努力为每个学生提供
适合的教育，着力培养合格学
生，发挥学生潜能，培养学生个
性特长。用3到5年时间，实现全
市普通高中教育优质特色发展，
各学校普遍建立起教育质量保
障机制，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

升，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品牌
学校不断涌现。

此外，《意见》还提出，鼓励和
引导区域内普通高中之间多形式
联合办学，成立学校发展共同体。
调整转化办学效益低的高中学
校。支持普通高中学校与中职学
校联合办学。鼓励并支持普通高
中学校发挥艺术、体育等方面的
培养优势，打造特色项目学校。支
持各学校积极探索与高等院校、
高职院校联合办学，促进高中学
校多样化发展。大力支持普通高
中学校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
域的教育国际交流合作。

根据《意见》，淄博未来要
加快数字化校园建设。原则上
2 0 1 5年各普通高中学校全部建
成数字化校园。着力加强数字
化校园基础环境建设、校园信
息化应用系统建设，实现信息
技术与教学的深度融合。各级
电化教育机构要切实加大对普
通高中数字化校园建设的行政
推动和业务指导力度。着力提
高学校管理者的信息化领导能
力、教师的教育技术运用能力
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技术支持能
力。加大数字化教育研究成果
和项目的试验、推广力度。

为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意
见》提出要普遍开展人生规划
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学习方法
教育。深入推进课堂教学改革，
提高课堂教学效益。突出学生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学
生阅读兴趣和能力培养。重视
开展国际理解教育，拓宽学生
的国际视野。牢固树立健康第
一的思想，大力开展阳光体育
运动，保证学生每天锻炼一小
时。培养学生掌握 2项运动技能
和 1项艺术技能。进一步加强美
育，提高学生发现美、欣赏美、
创造美的能力。

再次抽检农产品

不合格将追溯处理

小君新家的

家具有着落了

本报6月27日讯 (记者 李
超) 27日上午，古巴国际肿瘤
康复旅行与健康疗养、西语培训
合作项目举行签约及揭牌仪式。
今后山东地区的肿瘤患者将可
以到古巴进行康复治疗。

签约仪式后，双方将立即开
展进一步的合作，一是山东山水
国际旅行社、山东淄博海山学校
负责对中国专业人员的交流、西
语教育、考察与培训，提升专业
素质与技能；二是组织山东地区
的肿瘤癌症患者赴古巴进行专
项康复治疗，利用古巴独特的自
然康复疗法为患者提供另一种
有效的康复渠道。

据悉，古巴在医疗康复方面
具有世界领先的水平，尤其是在
西语教育、肿瘤诊断、癌症等疑
难症状的自然药物治疗与康复
方面拥有独特的技术水平、古巴
的治疗手段和康复优势，在国际
上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肿瘤患者能到

古巴康复治疗了

▲古巴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首席代表卡洛斯·马努艾尔·安吉蕾尔·阿力亚斯先生参观山东山水国际旅行社。
本报记者 李超 摄

本报6月27日讯 (记者 李
超) 本周六，本报将与爱心市
民耿女士、淄博“锐志乐善”公益
组织志愿者以及部分爱心市民
一起前往沂源县大张庄镇帮小
君搬家。本报报道“坚强男孩”小
君将要搬新家后，很多市民和爱
心组织联系我们，表示愿意为小
君家捐赠部分家具。

据淄博“锐志乐善”公益组
织相关负责人孟先生表示，目
前，他们已经募捐了电视机、被
子、床单以及部分家具，还有人
给小君购买了一些玩具，还有部
分爱心人士捐了款。“床、沙发等
大的家具没法运过去，我们想到
了当地再去给他们买，争取给他
们家置办全，像个家的样子。”孟
先生说。

据大张庄镇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小君家的三间新房子
已经盖好，并且装修一新，门窗
都已经安装完毕，还将小君的家
的院子进行了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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