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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诺如病毒感染小高峰“来袭”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 昨日，记者获悉，
合肥市疾控中心发布提醒，秋季即将迎来诺
如病毒感染的小高峰，发现孩子有呕吐、腹泻
等症状，家长应立即带其至二级及以上综合
性医疗机构或儿科专科医院就诊。
疾控部门提醒，家长要让孩子居家隔离
休息，待症状完全消失后 72 小时方可出门。
饮 食 卫 生 ，生 熟 分 开 ，贝 壳 类 水 产 品 烧 熟 煮
透，多吃新鲜、易消化、含钙高的食品。饮水
卫生，多喝开水，定期清洗饮水机。注意个人
卫生，开窗通风，及时用含氯消毒剂处理、清
除患儿的呕吐物、排泄物。幼托机构、学校等
要落实晨检、巡检，课间和中午午休时开窗通
风，发现患病学生要及时送卫生保健老师处
进行排查。
卫生保健老师发现疑似学生病例，立即
要其就诊，就诊前落实暂时隔离措施。指导

做好患病学生呕吐物及排泄物的规范处置。
向上级单位报告疫情，并及时登录学校因病
缺课缺勤报告系统，进行缺课登记报告。
这一段时间，学校要对学校饮水设备、宿
舍、多媒体教室等集体活动场所进行消毒，对
缺勤缺课登记报告，一旦发现同一个班级有
多个学生发生腹泻、呕吐等症状，立即报告教
育部门、卫生部门。发病学生症状消失后 72
小时方可返校复课。在疫情发生期间，学校
应尽量避免举行集体性活动，做好与家长间
的风险沟通。
诺如病毒感染重在预防，
市民应做到：
保持
个人卫生，养成正确的洗手方法，勤洗手，正确
洗手。食品充分加热，定期对餐具进行消毒。
使用吸水性较强的纸巾，清除患者的呕吐物和
排泄物，并使用家用漂白粉或含氯消毒剂，对
受污染的地面和物件表面进行清洗消毒。

小康路上，医保政策为我们保驾护航

星报讯（徐洁 记者 沈娟娟） 家住合肥烟
墩街道西杭社区高速时代小区的赵焕东今年
65 岁，不幸被查出了胃癌早期，整个人感觉就
像到了“世界末日”。就在他为一大笔医疗费
用犯愁的时候，医保政策帮他解决了“燃眉之
急”，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 平常，我总感觉
肠胃吃东西不消化，还感觉胃胀，我以为这些
都是平时生活没有注意引起的小病，起初没
有在意。”当今年 5 月份赵焕东再次犯病时，他
查出胃癌早期。
听到这一消息，赵焕东瞬间觉得世界末
日到了，尽管医生说只要通过合理的治疗，治
愈率非常高，但一想到大额的医疗费用，他又

陷入了困境。赵焕东是一位退休人员，每个
月只能靠微薄的退休金来维持生活，如果要
系统治疗，估计要十多万的医疗费用，无疑是
一个巨大的负担。正当他在一筹莫展的时
候，社区的工作人员知道了他的情况，他们积
极为他讲解相关的医保政策，
“ 他们说我买过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看病花的钱可以经
过城乡居民医保报销，报销后的剩余款项还
能继续通过大病保险来直接报销。工作人员
还算了一笔账，十多万的医疗费用最终需要
我自付的大概在 4 万元左右。”
社区工作人员的关心让赵焕东看到了光
明，让他重新燃起治病康复的希望，有了国家
的惠民医保政策，他再也没了支付不起医疗
费用的后顾之忧，于是他专心进行治疗，
“现
在我已经做完手术，术后感觉很好，手术后定
期去医院复查化疗。”
“多亏国家医保政策好，给了我第二次生
命！”赵焕东说，医保政策为老百姓保驾护航，
自己感觉特别幸福、踏实。

情暖童心 点亮未来

近日，由国家电投安徽分公司与安徽龙
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联合策划和举办的“情
暖童心、点亮未来”——关爱自闭症儿童志愿
服务活动，在合肥市蜀山区至爱阳光儿童康
复中心举行。通过举办此次爱心活动，组织
志愿者和自闭症儿童接触，沟通，走进他们的
世界，意在让社会各界更了解这个群体，更支
持这个群体，从而献出更多爱心。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拥有
清澈的双眼，却从不与你对视;他们拥有灵敏
的听力，却对父母的呼唤充耳不闻；他们拥有
纯净的灵魂，却承受着旁人无法探知的内心
孤独。他们就是自闭症儿童，他们仿佛住在
遥远的星球上，只在自己的世界里闪烁，因此

也被称为“星星的孩子”。长久以来，自闭症
患者像座孤岛……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和慈善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
业、社会团体及个人开始关注自闭症这一特
殊的群体。
伴随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志愿者们带着
提前准备好的礼物来到了合肥市蜀山区至爱
阳光儿童康复中心，康复中心院长详细介绍
了中心成立背景和基本情况。她说，十几年
前的一个夜晚，合肥市的八个孤独症家庭面
临着孩子无处可去，决定抱团取暖合伙办学，
给自己和孩子一个希望，至爱阳光儿童康复
中心应运而生。
一阵清脆的铃声，孩子们即将开始当日的
课程。志愿者们分别被安排到音乐活动课和
运动认知课两个教室，与孩子们共同完成今天
的课程。志愿者们首先和孩子们一起做起了
活动前的小热身活动。热身活动结束后，在老
师的指导下，志愿者们陪着孩子们一起唱歌、
打篮球、
堆乐高、
踩单车、
跨越障碍等。
关爱行动，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国家电投
安徽分公司和安徽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将
继续积极履行央企的社会责任和政治使命，
持续推进安徽的电力发展，积极服务民生，为
美好安徽的长足发展和长治久安作出贡献。
□ 王开茗

家门口享“科技盛宴”
零距离品“科技大餐”
星报讯（万雪晴 朱丽云 甘婷 记者 马冰璐） 科技改
变生活，小康生活离不开科技的助力。如今，科技已在不
知不觉中通过多种形式“来”到寻常百姓身边。不出社区
感受“科技盛宴”，零距离接触最新科普设备，体验声、光、
电、磁的神奇魅力……最近，一年一度的“科技大篷车”又
开进了合肥多个社区。
“妈妈，你看，它摸起来像羽毛一样柔顺。”家住王卫
社区的 5 岁男孩东东一边双手抚摸着名为“天鹅绒触觉”
的科普仪器，一边惊呼道。9 月 10 日，一年一度的“科技
大篷车”开进了王卫社区，10 多种涵盖声、光、电、磁等科
学原理的最新科普设备“亮相”，引来许多居民驻足围观、
体验，零距离感受科技魅力，伴随着科普志愿者的讲解和
答疑，大家在玩乐中还学到了科学知识。
除了开进社区的“科技大篷车”，合肥市沁心湖社区
等多个社区还建有社区科普馆，每周都有科普活动，方便
居民参观、体验。据了解，沁心湖社区科普馆设有智慧之
光、消防体验两大展区，其中，智慧之光展区通过声光电
磁等基础学科的表演展示了科技知识规律，通过多件科
普展品为居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表现及创造空间，让人
们可以深刻体会科技奥秘。
在望湖社区，科技活动周活动已深入人心，今年科技
活动周的主题是机器人，居民不仅欣赏到了舞蹈机器人
的 翩 翩 舞 姿 ，还 近 距 离 了 解 了 机 器 人 的 构 造 和 工 作 原
理。在体验区，科普志愿者还手把手教居民如何操控机
器人，完成行走、清扫等动作。
“ 牛奶彩虹”科学小实验更
是吸引了众多小小科普爱好者动手体验，使用牛奶、食用
色素、洗洁精，做出美丽的“牛奶彩虹”。
一场场科普活动、一道道
“科普大餐”
，
不仅开阔了广大
市民的视野，
还让科技的萌芽在大家心中扎根成长，
吸引更
多的青少年热爱科学、
学习科学，
努力成为未来的科技人才。

泗县：九旬老人居家增收有门路
双手枯瘦，飞针走线却毫不含糊，一个个头花在老人
的精心缝制下悄然成型。9 月 11 日，临近中午，98 岁的老
人高方英看着篮子里做好的头饰堆成了一座小山，脸上
露出满足的笑容。
高方英，泗县瓦坊乡吴宅村人，现与女儿、女婿一同
生活。因女婿靳一全患脑梗，导致肢体残疾，失去劳动
力，花去家中不少积蓄，生活陷入困境，2014 年经过民主
评议，进入建档立卡贫困户。为减轻儿女负担，即将迈入
期颐之年的高方英每天依旧时不时做些手工活，为家中
增添家用。这几年，在医疗、低保、光伏等政策的帮扶下，
靳一全身体慢慢康复，家庭也一点点好了起来，一家人于
2018 年底成功“脱贫摘帽”。最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在
党和政府的帮助下，这两年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好，老人的
心里也亮堂起来。之后，一根绣花针、一把矮脚椅子，一
个泡沫箱子，一个个五颜六色的头花，填充了高方英老人
几乎全部的空闲时间。
“我们一家三口年纪都不小，老母亲 98 岁了，我跟老
伴也都 70 多岁了，加上我身体这情况，又不能外出务工，
只能在家做做手工活，这个按件算钱，价格不一，去年我
们 3 口人光手工活就赚了 6000 多块，加上低保、残补、种
地啥的，生活过得挺好的，别看我老岳母年纪这么大，但
身体和精神好得很，说话也利索，每天都会做一些头饰出
来，闲不下来。”靳一全笑着说道。
“没想到在家就能挣钱！俺女儿女婿家里负担重。
我虽然年纪大，但手脚还能动，眼神也好，决不能给俺闺
女添负担！”高方英说道，
“ 我马上都一百岁咯，你看看我，
每天弄一点手工活，既能锻炼手脚，日子也过得充实，一
年还能赚 1000 多块呢！”
小手工转动大事业。瓦坊乡党委书记曹绍东介绍说：
“目前，全乡从业来料加工的村民有近两百户，
居家做手工活
成为了一种新的就业潮流。
”
下一步，
瓦坊乡将积极联络资源，
架起桥梁，
推进全乡10个村发展来料加工事业，
让“小手工”
真正成为妇女同胞在家创业的
“大事业”
。 □ 杨秋秋 高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