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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晓丽 通讯员 郭谦 张馨文 文/
摄）新学期，新气象。8月 29日，山西大学消息，该校东山新
校区本学期正式启用，首批师生已入住。

山西大学东山新校区位于小店区南中环东街 63号。新
校区规划总建筑面积 79.69万平方米，第一阶段建设 43.96万
平方米。目前，该校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法学院、经济与
管理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环境与资源学院及相关学科一级
研究单位正式迁入新校区。

步入新校区，绿意葱茏的校园大道，设施齐备的学院主
楼，配有浴室的学生公寓，干净卫生的馨园餐厅……东山新
校区的全新面貌引来师生的赞叹。入住学生表示，学校设
施齐全，体现了人性化、便利化的特点，令人感到温馨。

目前，家长和学生们最关心的学生公寓已经建成 4幢，
公寓分六人间、四人间、两人间，分别提供给本科生、硕士生
和博士生。公寓共有 7层，配有电梯。每层均有水房、盥洗
室、独立浴室，并配有洗衣机。宿舍木材门也换成了保险
门，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宿舍内还安装了烟
雾报警器，提醒学生不能在宿舍做饭或抽烟。新宿舍全部
使用杉木床板，且提前烘烤过，床体主结构为钢材，材料基
本不含甲醛，宿舍里还配有绿萝、活性炭包，不用担心宿舍
有刺鼻的味道。

据悉，2013 年，山西大学东山新校区建设通过审批。
2017年 2月，东山新校区总体规划正式亮相。2017年 6月，
正式开工建设。今秋，迎来第一批入住师生。

另外，在市政府大力支持下，经山大与市公交公司协
调，9月 1日起将开通 86路公交车，由山大南门的电车总站
发车，终点站为山西大学东山校区。

专家表示，与成人干眼症不同，
儿童患干眼症多数没有器质性病
变，通过改变生活习惯，可以明显改
善或缓解干眼症症状。

对于防治儿童干眼症，冯恬枫
建议：首先，家长和老师增强对儿童
干眼症的认识，发现孩子眼睛出现
问题及时就医；保证学习和生活环
境光线适度；三要合理用眼，养成良
好的用眼习惯，定时休息，连续看书
写字的时间不宜过长，营养均衡，不
挑食，多进行户外运动；四要避免长

时间接触电子屏幕，每看 20 分钟，
要让眼部休息 20秒，此时可以看 6
米开外的物体，或者眺望极远处。

医生提醒，秋冬季是干眼症的
高发季，若孩子患上干眼症，家长一
定要带孩子到医院检查眼睛的泪
膜、泪液分泌量、睑板腺功能等，切
忌擅自给孩子乱滴眼药水，以免形
成长期依赖。多数滴眼液含有防腐
剂，会损害眼睛泪膜功能，反而可能
会引发干眼症。

记者 魏薇 通讯员 孙莉萍

山西大学东山新校区启用
迎来首批入住师生

本报讯（记者 申波 通
讯员 王清茗）8 月 28 日，我
市下发通知，全面安排部署近
期可能出现的强降雨天气的
应急防范工作，要求各级各部
门高度关注，进一步安排部
署，加强预测预警，提前落实
措施，强化巡查排险和应急值
守工作。

通知要求，务必克服麻痹

思想和侥幸心理，立即对本地
区、本行业和职责范围内防汛
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各级各部
门防汛责任人要深入一线进
行指挥，继续压紧压实各项各
环节防汛责任，及时将降雨信
息和工作要求传达到最基层，
落实各项措施，全面掌握汛情
险情灾情，有效处置应对，全
力保障安全。

8 月 28 日，省气象台预
报，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预
计 8 月 30 日至 31 日，我省中
南部将出现较强降水天气过
程，过程降水量 10-100毫米，
局部地区可达 130毫米以上，
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
风等强对流天气。期间，我
市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
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

本报讯（记者 王勇 通
讯员 王蕾）8月 29日迎泽区
消息，截至目前，该区签订

“门前五包”责任书的责任单
位、经营商户共有 8900余家，
群众参与城市管理的意识正
在逐步提升。

为深入推进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营造干净、整洁、
有序的城市生活环境，迎泽区
积极推进“门前五包”责任制
落实，向辖区内各沿街门店、
商户发放宣传单，签订“门前
五包”责任书，悬挂“门前五
包”公示牌，督促各责任人落

实管理责任，营造“人人参与、
人人有责”的创城浓厚氛围。

“‘五包’就是包洁化、包
绿化、包秩序、包立面、包文
明。”天福茗茶水西关街店的
负责人说：“就拿我们店来说，
门前的卫生要打扫干净，乱停
车、乱摆摊要及时劝阻，损坏
绿化行为更要及时制止。其
实营造干净整洁的门前环境
对我们经营有好处，顾客感觉
舒心了，才更愿意进店喝茶、
买茶叶。”

迎泽区委宣传部工作人
员高振东说：“自 8 月 18 日迎

泽区召开‘门前五包’工作推
进会以来，各街镇及相关职能
部门积极推进‘门前五包’责
任制落实，加大对辖区内门店
的管理和宣传，签订‘门前五
包’责任书的单位和商户越来
越多。”

“门前五包”责任制的实
行，得到了广大市民和各单
位、经营商户的广泛支持和理
解，大家表示要积极参与到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的行动中，努
力打造更加干净、整洁的市容
环境，为提升城市品质贡献一
份力量。

开学在即
需防孩子患上干眼症

新的学期就要开始，中小学生又要进入长时间用眼的学
习模式。暑假里，省眼科医院接诊的干眼症患儿多了起来，干
眼症患者群体正从成人扩展至学龄儿童。曾经多发于成人的
干眼症，怎么“盯”上孩子了呢？

8 月初，市民王女士发现上二
年级的儿子昊昊动不动就揉眼睛，
总说眼睛干涩、刺痛，看不清楚。到
省眼科医院检查，昊昊有100多度的
假性近视，并有轻度干眼症。暑假
期间，到眼科医院就诊的孩子中，患
干眼症的不在少数。

据该院视光学科的视光师冯恬
枫介绍，干眼症又称角结膜干燥症，
是由于泪液分泌不足、泪液蒸发过
快过多、泪液成分异常等因素，导致

泪膜稳定性降低，出现的眼部不适、
眼表病变。中老年人是由于睑板腺
功能下降，诱发干眼症，但随着电子
产品的大量应用，干眼症也“盯”上
了孩子。

由于儿童自控力弱，眼睛出现
不适也不会表达，家长极易忽视，还
有一些孩子经常眨眼睛、揉眼睛，并
伴有眼睛痛痒、红肿甚至视力波动，
症状与过敏性结膜炎极为相似，易
误诊、漏诊。

干眼症不再是成人“专利”

医生指出，除不良用眼习惯外，
儿童挑食、偏食都是干眼症的诱因。

成年人长时间或频繁使用电子
产品后会有眼干、视物模糊、烧灼
感，甚至有头晕，头痛，肩颈不适、失
眠、神经衰弱等症状，被称为“视频
终端综合症”。孩子们无论是上网
课、还是看动画片、玩游戏，儿童使
用电子产品的频率、时长远远超出
了其身体承受程度，同样会出现视

疲劳、暂时性视力障碍及干眼症等。
有些孩子夏季长时间身处干燥

的空调房，缺乏户外运动，长时间熬
夜睡眠不足，再加上挑食等不良生
活习惯，也容易患干眼症。“不少孩
子挑食偏食导致维生素A摄入不足，
角膜容易干燥。加之他们聚精会神
紧盯电子屏幕时眨眼次数减少，甚
至 40至 50秒才眨眼一次，不知不觉
中眼睛就‘干旱’了。”冯恬枫说。

挑食、睡眠不足、用眼不当是诱因

改变用眼习惯或可减轻

强降雨可能又现

我市部署防范工作

迎泽区8900余家商户单位
开展“门前五包”

本报讯（记者 何宝国）
8 月 29 日消息，省工信厅确
定，省内从事工业APP和信息
消费产品、服务研发的企事业
单位和开发者群体，可以报名
参加 2021 年全国工业 APP 和
信息消费大赛。

省工信厅介绍，参赛对象
为企事业单位或开发者团队
（含个人）。有意者在 9 月 20

日 前 通 过 大 赛 网 站（www.
cndids.com）注册报名、填写报
名表、提交参赛项目有关材
料。各参赛单位将相关材料
按属地报送至综改区管委会
或各市工信局，省工信厅审
核选拔后向大赛组委会推
荐。

大赛设六个赛项，分别为：
工业APP新意赛、工业 APP数

字制造与管理专项赛、工业
APP数字节能与环保专项赛、
信息消费技术创新、信息消
费产品创新、信息消费应用
创新。对于获胜项目，大赛
承办方提供奖金；推荐入选
工业 APP 优秀解决方案、新
型信息消费示范项目；优先
对 接 市 场 资 源 、传播资源
等。

我省选拔全国工业APP
和信息消费大赛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