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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秋季入学的初一新生将实施新的初
中学业水平考试体育与健康课程考试，提高测
试标准，拉大得分差距，以此增强学生体质，保
证学生健康，降低近视率。

此外，卫生部门还将对573所中小学提供免
费视力筛查；体育部门将加大场馆开放力度，并
组织丰富多彩的儿童青少年活动赛事。

昨日，沈阳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
教育、卫生、体育等部门介绍了沈阳市关于加强
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工作的相关举措。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体育考试难度提升

沈阳市教育局副局长赵仁君表示，沈阳市教
育部门将启动视力健康教育促进工程、健康育人
工程、健康学校建设工程、教卫协同工程和家庭
护眼促进工程等5项工程，来完成此项工作。

调整教育评价办法、手段是其中一项重要
内容，沈阳市教育局将在 2020年秋季入学的初
一新生中实施新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体育与健
康课程考试。“将增加测试项目，提高测试标准，
拉大得分差距，改进测试方式方法，考试难度将

有所提升”，赵仁君说。
通过“新方案”的导向、激励作用，使学生和

家长更加关注“过程性”及“终结性”两个方面的
评价，以此敦促各级各类学校开齐开足并高质
量上好体育与健康课程，引导学生积极参与体
育锻炼，以此来增强学生体质，保证学生健康，
降低近视率。

另外，至 2020 年，沈阳市健康促进学校建
成比例达到 50%以上，并逐年提高。在健康教
室建设管理上，确保与视觉健康和近视防控
密切联系的环境、器具标准的执行落地，到
2020 年底前要 100%达标，为学生提供符合用
眼卫生要求的学习环境。

实施双休日、寒暑假
学生体育家庭作业制度

沈阳市教育部门还将通过减轻学生课业负
担、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的手段来防控儿童
青少年近视。

赵仁君表示，将严格控制学生在校学习时
间，合理安排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对教师布置给
学生的书面家庭作业实行总量控制；推进义务

教育学校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控制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考试次数。

沈阳市还将严格落实国家体育与健康课程
标准，保证中小学生在校时每天1小时以上校园
体育活动时间，防止学生持续疲劳用眼。

在课程的开设上，小学 1-2 年级的小学生
每周上 4 学时体育课，小学 3-6 年级和初中每
周上 3 学时体育课，高中则应不少于 2 学时。

“对当天没有体育课的班级，必须安排一节体
育活动课，同时学校每天要开展 25-30 分钟大
课间体育活动”，赵仁君说。

此外，实施双休日、寒暑假学生体育家庭作
业制度，并指导学生科学规范使用电子产品，养
成信息化环境下良好的学习和用眼卫生习惯等。

免费为65万余名学生
进行视力筛查

沈阳市将建立、及时更新儿童青少年视力
健康电子档案，并随儿童青少年入学实时转移，
学校将执行在校学生健康体检制度和每学期 2
次视力监测制度。

沈阳市卫生健康服务与行政执法中心主任

张春青介绍，目前，卫健部门已累计监测各类学
校和托幼机构 34所，调查各年龄组儿童和学生
共计 10191人，通过统计学分析和评估，了解和
掌握了沈阳市学生近视状况及影响因素，如环
境、遗传因素等。

对此，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卫生监督机构、健
康教育机构以及以眼科专科医疗机构，构建了集
疾控、监督、健教、医疗等四项职责于一体的儿童
青少年近视防控联盟，以保障此项工作的开展。

张春青表示，将配合教育部门对全市573所
中小学校的 65万余名学生开展免费视力筛查，
并对筛查中发现的视力异常学生提供个性化、
针对性的健康干预和诊疗服务。另外，采取“双
随机”方式，对160所中小学校的“教室采光、照
明”等指标，对学校卫生监督检查。

沈阳市体育局副局长李彤表示，将加大场
馆开放力度，如沈阳奥体中心体育场、沈阳市全
民健身中心全年适时对市民和儿童青少年进行
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增加适合儿童青少年户外
活动和体育锻炼的场地设施等。

另外，今年计划组织市级竞赛31次，冰球校
际联赛100场，三大球、滑冰、冬夏令营等活动。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王琦

明年沈阳初中学考体测提高标准

精神、责任、担当。作为一名记者，我们一
直深怀职业理想，一直秉承职业规范，记者不只
是一种简单的职业，而是能够体现一个人在新
闻事业上所追求的精神境界，能够实现一个人
在新闻事业上要追寻的责任和担当。

本报出品的“微”纪录片《我们》，通过真实
的视角，多机位高清拍摄，讲述9名辽沈晚报人
的故事，该片于11月7日起在辽沈晚报新媒体、
国内重点门户网站和视频平台同步推出。

纪录片《我们》为读者呈现新闻采访编辑的
台前幕后，为读者揭秘时政记者、社会记者、体
育记者、新媒体主播、纸媒编辑、新媒体编辑的
真实状态：加班加点吃透材料写通俗易懂的政
策类稿件；必须去铁岭在现场让外卖小哥示范

什么是“过肩摔”；脸上过敏无法见人也要素颜
出镜讲述“辽沈微故事”；上了20年夜班没怎么
辅导过孩子的老夜班编辑……

是精神、责任、担当让我们坚守新闻理想，
用我们的辛苦付出来回应数十万读者的期待和
托付。

记者是采访者，更是值得交心的倾听者。
我们面对面、肩并肩倾听你诉说心里的故事，快
乐着你的快乐，微笑回应着你的大笑，痛苦着你
的痛苦，泪水比你流淌的还多。

你看到了，记者李毅写“殡仪馆的婚礼”报
道时哭了五次，并不顾及旁人惊诧的目光，因为
他知道，感动自己才能用文字感动读者，浸入采
访情境里倾听你的诉说，写稿时尽情挥洒激动

的泪水，此时，记者不完全是旁观者，时常，记者
是一定程度上的亲历者。

你看到了，记者李毅在跑步机上的身影，原
来胖乎乎的他在赶赴开原采访龙卷风现场时突
发心绞痛，对心脏问题早有准备的他对同事说：
我要是发病，把我包里的速效救心丸塞我嘴
里。从开原平安归来后，37岁的李毅决心减肥
健身，因为他要跑抚顺去帮读者维权，他要去鞍
山写社区书记的事儿，“我必须把身体搞好，还
得接着跑新闻呢！”

通过视频短片，你看到了真实的记者，你一
定产生了信赖感，有事就找我们吧，辽沈晚报记
者，值得你信任，愿意听你诉说。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吉向前

我们是辽沈晚报记者 愿意听您的诉说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董
丽娜报道 同一家电商，同一款商品，会员
价格比新用户价格贵。11月6日，“双十一”
网络集中促销活动即将到来之际，辽宁省
市场监管局提示消费者避免电商利用大数
据手段“杀熟”。

利用大数据判断消费者是否具有议价
和比价能力，从而进行价格歧视的手段，被
称作“大数据杀熟”。如何避免“被杀熟”？
对此，省市场监管局提出三点建议：消费者
在消费前对商家进行市场口碑调查，一旦
了解到电商存在杀熟行为，就应有所警觉；
平时多关注公开价格信息，若某商品价格
属于非公开的，则要警惕杀熟风险；可以通
过不同手机端或者分别以新、老客户状态
登录网址，搜索相关商品，记下价格，进行
比价，从而判断是否被“大数据杀熟”。

省市场监管局提示，消费者网购时应选
择大型电子商务平台，并关注平台及网店的
相关资质信息。网购时不能只通过销量情
况决定是否选购，若商品销量大、评价少，则
有可能是因退货率高而造成；若有多人评价
内容雷同，则有刷好评嫌疑。同时，消费者
应主动拒绝电商提供的有偿刷单、刷好评等
违法行为，维护其他消费者合法权益。

部分电子商务经营者出于自身利益考
虑，对合同格式条款做出不利于消费者的
规定。在此，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示，当商
家在格式条款中提到“本店有权不时地对
本协议及本店的内容进行修改，并在本店
张贴，无须另行通知用户”“本店对本协议
享有最终解释权”时，很可能是商家在利用
合同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双十一”期间，不法分子可能在电商
交易记录里寻找用手机号注册的消费者，
通过冒充客服人员诱骗消费者登录“钓鱼
网站”等方式获取消费者的银行卡信息，再
骗取消费者的短信验证码完成交易。在此
提醒消费者：网购支付时尽量选择第三方
支付平台或者货到付款，避免私下交易；不
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的银行卡号码、姓名、
身份证号等私人信息，防止信息泄露或银
行卡被盗刷；以电话、短信等形式收到的网
址链接等内容要多方核实，谨防诈骗。

“双十一”到来之前，部分商家以交定
金可在“双十一”当天享受低价的方式吸引
消费者预定商品。部分消费者交完定金后
发现，同款商品在其他商家售价更低。当
消费者要求退还定金时，部分商家不予退
还。对此，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示提醒消
费者：交纳定金前一定要货比三家，三思而
后行。

截至昨日，第三届辽沈中小学生书
法大赛已有来自全省近 200 所学校的学
生报名，超过 15000 名学生在书法大赛
报名管理平台上传了书法作品。此次报
名的学校分布在辽宁省众多城市，范围
之广、报名人数之多高于历届。

吸引1.5万名学生参赛
在参赛学校当中，目前报名最多的

是沈阳市沙岭九年一贯制学校，达到
1138人。此外，沈阳雏鹰实验小学也突
破千人，于洪区丁香小学、东站小学、
辽沈一校、杏坛集团报名人数均超过
700人。

报名的 15000 多名中小学生中，大
多是参加硬笔类比赛，参与软笔类比赛
的选手相对少一些。由于大赛按照类别
进行评比，相对于硬笔选手的报名数
量，希望练习软笔类的小选手能够更踊
跃地报名参加比赛。

据了解，还有很多学生的书法作品
需要延后一段时间上传。其中大多数学
生是想在自己众多的书法作品当中选出
最好的一幅上传，希望在上传截止日期
内把自己最满意的书法作品展现出来。

书法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沈阳市于洪区川江小学校长高智勇

表示，书法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是东方思维、东方哲学、东方审美的集
中体现。同学们学习书法不仅可以写出

一手好字，见字如面让人赏心悦目，还
能通过练习书法培养坚韧、沉稳、细
致、自信的品质，从而达到习书育人的
目的。

川江小学多年来一直开设书法课，
配有专门书法教室，多次邀请省市著名
书法家来学校交流讲学。

越来越爱书法 会坚持下去
截至昨日18时20分，来自川江小学

六年三班的刘欣博在众多作品当中选出
了一幅满意的作品上传到平台。

“从第一次拿起毛笔写字开始，我就
深深喜欢上了书法，书法能让我安静下
来，提高专注能力。学习书法之后，我的
字写得越来越漂亮了，这也增加了自信
心。现在越来越喜欢书法了，我会一直坚
持下去，也会把自己学习书法的心得告诉
身边的小伙伴，让他们也学习书法。”刘
欣博说。

刘欣博的妈妈表示，孩子最初学习
书法只是感觉写字好看愿意写，通过这
几年的学习，她发现书法对孩子的影响
特别大。首先，孩子的注意力更集中
了，上课听讲的效果非常好。通过不断
地读帖练习，做事更有耐心了。其次，
做事也比以前更细心了，以前做题特别
马虎，经常落题或忘写得数，现在这些
问题基本不存在了。“我们会一直坚
持，这些都是书法的魅力所在！”刘欣
博妈妈说。

第三届辽沈中小学生
书法大赛报名者超过1.5万人

大赛开通报名渠道后，学生们上传作品火爆，但部分参
赛选手上传的作品并未按照纸张大小要求。在此，大赛组
委会再次提示参赛选手及家长，本届大赛以“童书祖国好”
为主题，作品内容不限。硬笔作品不超过 A4纸张大小，软
笔作品不超过四尺对开，参赛作品须为原作。参赛作品一
经提交，作品版权归主办方所有，参赛作品不予返还。海选
阶段，作品无需装裱。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王罡

提示：上传作品要严格遵守尺寸要求

辽宁省市场监管局
发布“双十一”消费提示

三种方法避免
被“大数据杀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