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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往田里跑的“业务标兵”
———记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李育娟

她是同事眼里爱往田里跑
的“业务标兵”，也是种粮农民
称道的“泥腿子”专家。 从事农
技推广与服务工作 22 年来，她
为我市粮食生产引进示范推广
重大农业技术 5 项以上， 获得
地市级以上成果奖 11 项，并获
农业部粮食生产先进工作者、
省政府“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
家”称号。 她，就是市农业技术
推广总站副站长李育娟。

“农业科技工作者，要有爱
农之心”，这是李育娟常对青年
农技人员说的话。 本世纪初，由
于产业结构调整， 不少种粮农
民因辛苦劳作一年、 收益却不
丰，种粮积极性不高。 她急在心
里，和同事加紧引进新品种，推
广科学、高效种植新技术，以技
术来促进水稻增产增效。 在引
进示范推广“太湖地区无公害
优质粳米无公害生产技术”时，
她常常白天乘公交车到试验田
查看苗情，晚上收集资料、比对
苗情，判断操作是否妥当。 功夫
不负有心人， 不到一年我市就

形成了较成熟的生产方式，
2002-2005 年推广面积达到全
市水稻面积的 73%， 亩均增收
101.6 元，增效 32.05%。

“种粮遇到疑难问题，问到
李站长就不怕了。 ”新吴区从心
农业水稻基地科技人员王顺
说。 3 年前基地提前育苗过程
中发现秧苗有失水、死亡现象，
王顺百思不得其解， 就和李育
娟联系。 李育娟详细询问了育
苗过程、查看了苗情后，告知他
这是育苗时突然降温、 育苗棚
膜没有盖上导致的。 几年来，在
李育娟等农技人员帮助下，基

地不打农药的优质大米亩产量
由 400 多斤增加到 500 多斤。

在李育娟的推动下， 我市
建立健全了苗情农情监测体
系，制定了市级苗情监测地方标
准，提高了苗情监测质量，为粮
食提质高产打下基础。她还和同
事一起在省内率先开展高产增
效创建，搭建了新品种、新技术、
新农艺直接示范展示到基层的
平台。近 5年来，在她的带领下，
全市筛选、示范、推广稻麦新品
种 105 个（次），仅去年全市优
质食味稻米品种推广率就提升
至 40%左右。 （朱雪霞）

小区附近环境差违停严重

多举措整改
培训机构涉嫌超范围经营

查实将严处
日前，无锡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新吴区副区

长李伟敏，偕同旺庄、江溪、新安 3 个街道的负责
人走进“作风面对面”活动，为广大市民答复小区
周边环境、培训机构整治方面的问题。

问：我是江溪街道保利中央公园小区的居民。

我们小区附近环境脏乱，小区门口垃圾桶每天早

上路过时都是臭的，周围散落着沿街饭店的垃圾。

小区附近的缇香路两边都是违停车辆，请问相关

部门能否加强管理？

答：保利中央公园小区门口确实存在市民反
映的情况。 目前的垃圾清运是由江溪街道环卫负
责的。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沿街店
铺比较多，特别是餐饮店，在倒垃圾时不太注意，
另一方面也和环卫清运不够及时有关。 接下来我
们会要求环卫部门整改，及时清运，并加强沿街商
铺门前三包制度管理。另外，江溪街道正在尝试环
境卫生市场化管理，以南丰路为试点，把责任落实
到第三方进行管理，由环卫、城管部门进行监管，
效果不错，接下来会推广到整个街道。

至于缇香路的违停问题， 主要是由于旁边万
科金域缇香小区开发的时候车位配比不够， 只有
1:0.6， 而近年来新吴区私家车数量增长较快，现
在业主没地方停车。新吴区交警经过多方协调，开
放了一些机械车位，但还是不能满足停车需求。目
前， 江溪街道正在广南路旁新建叙丰家园安置房
小区，离金域缇香小区很近，车位配比达到 1:3，
为的就是解决金域缇香停车难的问题， 预计明年
能够建成。 另外，今年 8 月新吴区新增了 62 条违
停严管道路，缇香路也在其中，目前正在加设违停
警示牌。

问：新吴区薛典路上有一家培训机构，没有教

育部门的许可，就从事文化课程培训。我之前也向

教育部门反映过，得到的反馈是对方从事的是艺术

培训。可是这家机构在宣传单上写开设的课程包

含语文作文等内容，请问相关部门能否调查一下？

答：目前教育培训机构如果从事的是非学科
类培训， 只要有市场监管部门的营业执照就可以
了。而如果从事学科类培训，必须要有教育部门的
许可。 教育部门从 2017 年就启动了校外培训机
构整治，也接到了很多咨询和投诉，多次到现场调
查摸底。 一些培训机构的门头上不会标清楚从事
什么方面的教育，如果是语文作文课程，肯定属于
学科类培训。我们会尽快去现场检查，一旦查实艺
术类培训机构从事学科培训， 肯定会对其进行严
肃查处。

问：我是新之城综合体一家烘焙店的店主。今

年 4月营业以来店里已经有 6次较为严重的漏

水，一些装修泡水后就腐烂了。我们把问题向商场

反映后，商场虽然态度很好，也来为我们维修了几

次，可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请问相关部门能否进

行专业指导解决这一问题？

答：新之城的业主承租商铺后出现问题，应该
由商场来解决的。 今年上半年新吴区物管中心也
接到过类似的投诉，我们责令商场物业进行维修。
至于商场物业多次进行维修，但无法解决问题，可
能不单单是物业的维护问题， 还可能存在房屋结
构方面的问题。接下来，我们会邀请专业人员再到
现场查看，找到漏水的根本原因，以便商场物业给
出合理的维修方案。 （殷星欢）

全国青少年跆拳道
大满贯道馆赛落幕

本报讯 昨天，2019 年南京银行
全国青少年大满贯道馆赛在太湖国际
博览中心落幕。 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
总局青少年体育司、 中国跆拳道协会
主办， 是参照职业赛事为标准运营的
全国青少年跆拳道精品赛事。 赛事为
期两天，共设品势、竞技和击破三个大
项，共有来自全国的 250 名选手参赛。

来自上海恒心道馆的章钰博和汤
博深今年一年级，为了参加比赛，两人
特地向学校请假来到无锡， 加入了男
子个人品势项目的比拼。比赛结束后，
两人还意犹未尽， 有模有样地在热身
区和教练交流着刚刚的技术表现。 问
及本次参赛的目标， 稍大一些的汤博
深信心十足，直说“我们的目标就是要
拿冠军”。

此外， 本次比赛是击破项目首次
在无锡赛场亮相。 选手们需要通过拳
击一次发力将叠放在一起的几块木板
同时击破。 来自北京新东方扬州外国
语学校跆拳道社团的陈瀚铮每次击破
后，年纪尚小的他都疼得边跳边揉手，
但是只要一听到上场的口令， 他还是
会毫不犹豫地手起拳落。最终，他成为
该项目的首位冠军。

从 2017 年开始， 一系列顶级跆
拳道项目的落户让无锡成为国内跆拳
道的发展重地。主办方负责人表示，借
助各类大赛的影响力， 无锡本地跆拳
道氛围日益浓厚， 跆拳道运动发展的
国际视野不断扩大， 赛事活动运营系
统日臻成熟。 此次赛事进一步提高了
青少年对跆拳道运动的参与热情，擦
亮了无锡的城市名片。 （陈轶）

“放不下手机”低龄化趋势令人担忧———

孩子沉迷网游,怎么疏导?
沉迷于网络游戏的孩子让家长们揪心不已。近日，本报记者对沉迷网

游的青少年群体展开调查，探寻这群孩子放不下手机的原因。调查发现，

每一个沉迷网游的孩子，在后天的家庭教育、成长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出现

了问题。□本报记者 王皖杰

为什么那么多青少年迷

恋网络游戏？

刚刚放学， 乐乐见到来接自
己的奶奶，第一句话就是：“奶奶，
我要玩游戏！ ”乐乐今年四岁，在
上幼儿园中班。奶奶告诉他，手机
放在了家里，乐乐不信，把奶奶的
包和衣服口袋翻个遍， 连钱包也
被扔在地上。没有找到手机，便在
校门口放声哭了起来。 无锡实验
幼儿园的老师告诉记者， 迷恋网
络游戏的低龄儿童逐渐变多，乐
乐的行为并非个案。

目前，我国的儿童青少年中，
10—16 岁是网瘾高发年龄段，低
龄化趋势日益明显， 且更多见于
男性。上网时间持续过长，对青少
年的身心健康均有严重影响。 无
锡开明心理工作室负责人陈大雄
指出， 玩游戏时间过长易损害视
力， 诱发种种疾病， 如心血管疾
病、 胃肠神经官能症、 紧张性头
痛、焦虑症、抑郁症等。

9 岁的郝雨自称是“游戏资
深玩家”。 去年 1 月，他开始跟班
级里的同学一起玩一款名叫《和
平精英》的游戏，自己没有手机，
就用妈妈的手机注册了账号。“班
里的 52 个同学都玩过这个游戏，
要是我没玩过，会被别人笑话，而

且这个游戏真的很好玩。 ”郝雨称
自己很有“自制力”，只在写完作
业之后玩一小会， 但他的妈妈并
不这么认为。她告诉记者，有一次
自己半夜醒来发现手机找不到
了，后来用丈夫的手机拨打，发现
是被郝雨偷偷拿走打游戏了。 类
似的事情后来多次出现， 郝雨经
常早上起不来床， 有时连眼睛也
是红红的。

网络游戏的刺激性和奖赏
性，会促使使用者不断玩下去，如
果不加限制就很可能会导致沉迷
其中。方堃是郝雨的同班同学，每
天上学都要带两部手机， 一部交
给老师， 一部偷偷留下课间玩游
戏。郝雨很佩服方堃的“聪明”，但
他也知道网络游戏是把“双刃
剑”，方堃的父母因为这事多次被
老师请到学校。 去年方堃的考试
成绩平均分都在 95 以上，今年考
得最好的才 75 多分，这学期数学
第一单元测试考了 47 分。

迷恋游戏不等同于“游

戏成瘾”

据了解，今年的《国际疾病分
类》（ICD-11）将游戏成瘾归为精
神疾病。而早在 2013 年 5 月，《精
神 疾 病 诊 断 与 统 计 手 册 》
（DSM-5） 中已将网络成瘾归类

为精神疾病，包括沉迷网络游戏、
网络色情、网络交易、网络信息、
网络关系等。

陈大雄认为， 迷恋网络不等
同于网瘾。有身体症状，影响社会
交往功能， 这种作用其实是间接
引发的。 有人说，网络游戏是“电
子海洛因”，这其实是夸大了网络
游戏的影响力。

世界卫生组织对于“游戏成
瘾”疾病列出 9 种症状，一般满足
其中的 5 种症状，且持续至少 12
个月， 可以确诊为“游戏成瘾”。

“事实上，生活中真正游戏成瘾的
孩子数量是很少的。 ” 陈大雄介
绍，来工作室咨询的家长不少，但
目前还没有碰到真正符合条件的

“游戏成瘾”患者。
过度迷恋网络游戏的确会影

响孩子的学习成绩， 这也是许多
家长对孩子使用网络保持警惕的
重要原因。“家长对游戏的担忧似
乎很有道理，但也不都是理性的，
有一部分就是跟风。 ” 陈大雄认
为， 社会上有一种趋势是把网络
游戏和不认真学习强行画等号，
家长不明就里， 见到自己的孩子
玩手机容易陷入过度紧张。 对有
些孩子来说， 游戏也是社交的一
种方式。

心理学家、 教育学家皮亚杰

曾提出， 游戏是孩子成长的最好
方式。 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还没
普及的年代， 青少年的游戏很多
都是在户外的，比如丢沙包、玩泥
巴、打弹子等等。“网络游戏不是
洪水猛兽，即使饱受批评，仍然有
存在的合理性， 这是容易被忽视
的地方。 ”陈大雄说。

没有娱乐和过度娱乐似乎是
两个极端。早上七点就要起床，上
课时间持续到下午四点。 放了学
除了完成家庭作业， 郝雨还要参
加妈妈给他报的数学辅导班，周
六周末更是被安排得满满的。 学
校、父母、家教辅导、兴趣班等，每
一个都像是吸取时间之水的海
绵， 自己真正可以自由支配的时
间并不是很多。

疏导有方法，家长也要

不断学习

怎样用有吸引力的方式告诉
孩子玩游戏要有一个度？ 教育上
也可以借鉴游戏的激励方式，当
孩子完成相应的学习任务后就给
予相应的奖赏， 用正面强化帮助
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社区
可以组织夏令营等各种活动，帮
助他们在丰富多彩的环境中获得
美好的体验， 也可以培育更多的
社会机构来专门做这样的集体活

动。
当孩子沉浸在网络游戏中，

想要抽离出来是不容易的。 陈大
雄告诉记者，在美国“戒除网瘾”
并不是强制求助者，而是通过隔
绝网络后鼓励人们亲近自然；求
助者也可以结成小组相互交流，
共同改善情绪和行为问题。 学校
也可以借鉴这种方式，将沉迷网
络游戏的学生结成小组相互交
流， 同时提供更多有趣的体育、
文化娱乐活动来充实孩子的生
活。

家长往往凭经验教育孩子，
很少有家长意识到自己也是需
要学习的。 不断出现的新技术、
新变化，让网络世界越发丰富多
样，生搬硬套过去的经验，容易
陷入一刀切的窠臼。“家长永远
斗不过孩子。 ”经历了紧张的家
庭关系， 明明的妈妈领悟到，每
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长和天赋，
对孩子的个性给予足够的尊重，
唤醒他们的自尊自信，帮助他们
充实内心的力量就会让他们的
学习、生活充满内在动力。 因此
她也在积极参加社区组织的讲
座和培训，学习怎样和孩子更好
相处。

（文中受访孩子姓名均为化
名）

昨天，市民在惠山古镇欣赏二度开放的桂花。

前阶段桂花曾短暂开放，但随着温度回升，花朵随

即收拢。目前季节已至深秋，温度也较前阶段下

降，达到了开放要求，大片桂花又重新绽放，锡城

再次被桂花馥郁的香气所笼罩。 （刘芳辉 摄）

香氤锡城

蠡湖畔千人徒步
昨天，市民们徒步在风景秀丽的蠡湖畔。当日上午，滨湖区举办了“弘扬

志愿精神、共建平安滨湖”和“法润滨湖·与法同行”新时代文明实践千人徒

步活动。 (还月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