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徽农业大学，部分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将全面对外
开放，普及农业、食品等领域科学知识。
开放时间：5 月 19 日~20 日；开放场馆：茶树生物
学和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科大：20 大场馆 50 项活动轮番登场

本周六、周日，中国科大东区、西区将同时开放 20
安徽医科大学：微观世界原来这么美
个场馆，
推出近 50 项科普活动，
让市民过足科普瘾。
“我从哪里来”
“
？兔唇宝宝是怎么发生的”
……在安
开放时间：5 月 19 日~20 日 9∶00~17∶00
徽医科大学，
将有关于人体发生发育科普知识宣传的展
东区开放场馆：校史馆、光电子科学与技术安徽
览，
市民能了解人体发生发育及生命现象的科普知识。
省重点实验室、人文与社会科学科普点、出版社、化学
开放时间：5 月 19 日~5 月 26 日（上午 8∶30~11∶30， 与材料科学科普点、核探测与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
下午 3∶00~5∶00）；开放场馆：人体组织和胚胎发生发育 室、地球和空间科学科普点、数学科学科普点、中科院
的奥秘科普教育平台、人体病原生物科普馆、人体科 近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中科院宇宙星系学重点实
学馆、人体病理标本库
验室、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
西区开放场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科普点、火灾
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科学科普点、微纳研究与
合肥科技馆：所有场馆对外开放
本次科普周所有科技展品将对外展示。展品可分 制造中心科普点、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信息科学技
为电磁展区、声学展区、机械展区、人体测试展区、光学 术科普点、生命科学科普点、语音及语言信息处理国
展区、信息技术展区、数学展区、儿童展区、地震模拟展 家工程实验室、核科学技术科普点。
区、
天象及穹幕电影厅、穿梭滚球、杨振宁陈列馆。
开放时间：全年开放；开放场馆：所有场馆
中科大先研院：体验 3D 打印，
与机器人互动
在中国科大先研院里，安徽省创新科技成果将对
市民开放，科普影院将播放科普电影，市民还可以来
农产品质量怎么检测？农产品如何贮藏保鲜？ 体验一下 3D 打印及机器人互动展示。

安徽农业大学：农业、食品领域知识全知道

开放时间：5 月 19 日~20 日 9∶00~17∶00；开放场
馆：先进技术研究院科普点。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高端实验室向公众敞开大门
在本周末，科学岛上的核安全所、智能所、技术生
物所、医学物理中心、固体所等高端实验室，都将敞开
大门，展示其中的科技宝贝。
开放时间：19~20 日 9∶00~12∶00 ，13∶30~16∶30
（具体开放时间和展览信息可以参考中国科学院合肥
物质科学研究院官网信息。
）
开放场馆：现代科技馆、专题科普报告、仿真实验
室、科学岛健康促进服务中心、激光雷达大厅、技术生
物所综合实验楼、医学影像研究室、液相环境激光制
备与加工实验室。

安徽大学：排爆机器人助阵
航模实验室将对外展示各种航模，让市民了解航
海文化。排爆机器人精巧有力量，还很会爬楼，感兴
趣的市民快来观看吧！
开放时间：
5 月 19 日；
开放场馆：
高节能电机及控制
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安徽大学学生创新实践
成果展示厅、安徽大学计算机与科学技术学院、安徽大
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安徽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安徽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安徽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蜂扰高发季 当心“招蜂惹蝶”
星报讯（张依帆 陈宜淼 记者 马冰璐） 昨日，省中
医院急诊科护士长徐海霞提醒，眼下正是各种蜂子来扰
的高发季节，市民一定要加强防范，以免“招蜂惹蝶”。
据省中医院急诊科护士长徐海霞介绍，外出游玩不
想“招蜂惹蝶”的话，应做到不要涂抹浓郁香味的化妆
品；不要穿黄色、红色等色彩鲜艳的衣服；如果去花园或
者植物园玩，尽量穿长袖衣服。
如果真被蜜蜂“盯”上了，该怎么办呢？徐海霞说，
市民不妨学学这四个招数，招数一：被蜜蜂、马蜂盯上，
要“淡定”，切勿急速跑开，可蹲着走或者慢慢走。招数
二：看到很多蜜蜂或者成群结队蜜蜂出动，可以打 119、
120 寻求帮助。招数三：被蜜蜂群、马蜂群盯上、追赶时，

合肥举行首届
中学生禁毒演讲比赛

采取“避重就轻”原则，脱下上衣把头面部防护好。招数
四：尽量逆着风向躲避。
徐海霞表示，如果不幸被蜜蜂蛰伤而身边又没有药
物，可用碱性溶液，比如肥皂水、苏打水涂抹患处，因为
蜜蜂液偏酸性；如果被马蜂蛰伤，可用中性溶液，比如溪
水清洗患处，
“ 一般不建议用唾液涂抹患处，因为唾液里
面含有大量细菌。”
临床上，徐海霞曾接触过不少因被蜜蜂、马蜂蛰伤
而导致肝功能、肾功能等多脏器衰竭的病患，有的人甚
至身上有数百处蛰伤伤口，还有的人为博眼球，表演与
蜜蜂大战而主动吸引蜜蜂，
“ 眼下正是各种蜂子来扰的
高发季节，广大市民一定要加强防范，远离各种蜂群。”

合肥今夏集中制冷服务已启动
星报讯（胡炳旭 记者 徐越蔷） 记者从合肥热电集
团获悉，为满足市民制冷需求，该公司已于 5 月 15 日提
前启动今夏集中制冷服务。
据了解，合肥目前共有 7 个集中制冷小区，近 1 万
户。与传统制冷方式相比，集中制冷具有耗能低、效率
高、噪音小的特点，具有显著的节能环保效益。另外，合
肥热电还通过站房自动化控制系统，及时调节设备运行
参数，让制冷更加“智慧”、更加舒适、更加节能。

蜀山区公开选聘 30 名中小学教师
星报讯（记者 王玮伟） 为更深入地开展校园
禁毒宣传，让学生们充分了解毒品的危害，进一步
提高学生们拒绝毒品、珍惜生命的意识和识毒、拒
毒、防毒的能力，5 月 16 日，合肥举行了首届中学
生禁毒演讲比赛。
合肥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2018 年合肥市作为全国 109 个城市之一，参与全
国禁毒示范城市创建工作，强化校园毒品预防教
育是其中一项重要工作。
此次学生演讲比赛很好地展现了合肥校园毒
品预防教育和禁毒工作开展情况，促进中学生毒品
预防教育的持续深入开展，切实增强了学校毒品预
防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有效提高了学生抵
制毒品的意识和能力，
以保护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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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9 日~5 月 26 日是一年一度的科技周，想
玩翻科技的魅力？在合肥就可以实现。合肥市蜀山
区科技局发布“科普大餐”，43 个场馆对外开放，涉
及 100 多场科普活动，科技迷们赶紧收好这份“科
普地图”。
▋方颖 钟晓婕 孙雨静 记者 沈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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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山区端出
“科普大餐”
100 多场活动让你过足科技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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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爱武 新东 亚萍 记者 沈娟娟） 记者从蜀
山区获悉，今年蜀山区面向社会公开选聘 30 名中小学
优秀骨干教师，其中初中 17 名，小学 13 名。报考者于 5
月 23 日~29 日持报名表、身份证、学历证、教师资格证、
获奖证书或荣誉证书等材料，前往蜀山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现场报名。
记者了解到，此次选聘除了语文、数学、英语、信息、
历史、地理、科学、物理、化学、道德法治等文化课程外，
还有田径、篮球、足球、手球专业体育老师和专业音乐老
师。报考者年龄需 40 周岁以下，获得省特级教师、省级
教坛新星的人员，或获得地市级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
累计 3 次及以上的，年龄可放宽至 45 周岁。
据悉，本次选聘工作人员实行劳动合同管理，试用
期 6 个月，试用期满合格的，予以正式聘用。选聘人员
工资待遇参照事业单位工资待遇执行，不入事业编制，
保险及其他待遇按照合同约定执行。

合肥市不动产登记
开启“平行收件”新模式
星报讯（记者 汪婷婷）近日，有细心的办事群
众发现，合肥要素大市场不动产登记大厅内井然
有序，几乎看不到人流扎堆的情况。记者从合肥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了解到，这都是得益于该市近
期开启的不动产登记“平行收件”新模式。
记者了解到，所谓“平行模式“即整合登记内
设机构，对各类不动产所有权及抵押权等登记事
项全面实行一窗“平行受理”。市民办事时，去“平
行”窗口可以办理不动产登记的所有业务，较好地
解决了按登记类型设置窗口的弊端，使业务受理
均衡高效。此外，各类登记类型可以合并办理，审
核层级流程更加简便。

感情受挫，男子凌晨欲轻生
星报讯（熊伟杰 王玮 记者 马冰璐） 昨日凌
晨，合肥市南一环与宁国路交口人行天桥护栏外，
一
男子欲跳桥，危急时刻，消防员上前一把抱住他。
昨日凌晨接到报警后，合肥消防庐阳中队赶
到现场，当时，该男子已爬到天桥护栏外，手抓着
护栏，身体不断摇晃，令人心惊肉跳。
“我都 32 岁了，
这么全心全意对她，
结果还……
我有钱烧的，
我有钱烧的。
”
该男子情绪非常激动，
嘴
里不停念叨这些话，
浑身散发酒气。 随后，
民警吸引
住该男子注意力，消防员趁其不备，上前一把抱住
他。紧接着，众人合力将他“拽”至安全地带。
据了解，该男子因感情不顺，加上喝了点酒，
一时想不开萌生了轻生的念头。

5 月 16 日，合肥市瑶海区铜陵路街道泗州路
社区开展了“关心、理解、尊重、帮助残疾儿童”趣
味运动会，上千居民及近百名残疾儿童来现场参
加比赛。
▋吴兰保 徐振国 孙余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