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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 230多米长的坑洼小道，行人、小车难
走不说，货车驶过也会大幅摇晃。要是赶上雨
天，坑洼处灌进泥水，越发难行。就是这样一条
小道，却是28家企业进出的必经之路。它叫刘三
胡同，位于沈阳市皇姑区鸭绿江街道观音社区。

10 月 11 日，辽沈晚报记者来到这里，发现
路面已经垫平——国庆节假期，街道社区组织
施工，在降雨间歇连续施工48小时……

“国庆节前，我到辖区的辰铭纸业走访，他们
提到刘三胡同年久失修，路面坑洼不平，下雨泥
泞不堪，不管上下班还是运输原料、产品，都很难
走。”10月11日，观音社区党支部书记宋瑜说。

她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鸭绿江街道班子
成员立即和城管科负责人、社区干部及项目第
三方负责人来到现场，研究解决方案。

“十一假期的几天接连下雨，不利于施工，但
十一之后气温降低，也不利于施工。”10月11日，
鸭绿江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薛爽说，街道经过研
究，决定压缩施工时间，保质保量修好这条路。

为此，街道提出了“三个一”方案：一是在施
工单位对坑洼路段铺建过程中，街道城管科和
观音社区要做好配合、协调等工作；二是“人歇
活不停”，增派人手，人员倒班，按规范施工工序
分组，按施工时间节点统筹安排，确保48小时内
完成；三是每个工序设置监督小组长，确保进
度、质量和安全。

施工主要在 10月 4日、5日进行，在两场降

雨的间隙，施工机械进场，工人师傅们抢在48小
时内，将刘三胡同路面维修完毕。

10月11日中午，沿着刘三胡同步行。观音社
区党支部书记宋瑜说路面比原来强了不少，“有28
家企业进出要走这条路，还有社区部分居民也要
从这过，现在铺平了，大家的心都敞亮了！”

一名女士骑着电动车迎面驶来。“上下班都
要经过这条路，以前路没修的时候，下雨就有积
水，骑车特别不方便，现在修好了，路面很干爽，
很畅通！”她说。

在街道办事处院内，沈阳高洁日化企业负
责人王祯筱拉来84消毒液和酒精消毒喷雾等产
品，捐赠给街道社区用于消杀防疫，以表达辖区
企业的感激之情。

“（这条路）每天进出的货车比较多，路不好
走，给物流带来很大麻烦，现在路修好了，司机的
心情也舒畅了。”沈阳辰铭纸业负责人刘晓亮说。

刘晓亮还制作了锦旗，送到鸭绿江街道和
观音社区，感谢他们以如此之快的速度解决了

“出行难”，“感谢街道和社区垫平了这条’堵心
路’，这是对营商环境实实在在的改善和提高！”

鸭绿江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薛爽表示，将结
合地域特点，继续围绕道路建设、环境整治、两
邻工作、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实事，苦干实干，
解决好辖区企业和居民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不断增强辖区企业和居民的幸福感。

辽沈晚报记者 李毅

48小时 垫平企业“堵心路”

皇姑区鸭绿江街道观音社区这条路经过铺修，已经变得平整畅通。 辽沈晚报记者 查金辉 摄

网上购物、手机导航、微信聊天……这些每
个人的“日常”，对于盲人来说，却难以实现。但
经过培训，很多盲人已经掌握了智能手机的操
作，还有人学会了网络直播带货。给盲人提供
培训的公益人士，本身也是一对盲人夫妻。昨
日，孙志远、韩瑶这对致力于帮助残障人士融入
社会的盲人夫妇荣获 2021年度沈阳市“最美家
庭”称号。

盲人夫妻帮大学教授重返讲台

和普通人看手机不同，韩瑶是在听手机。
她的手指轻触手机屏幕，手机会通过发声的方
式提示她触摸的位置。而与普通人听声音的习
惯不同，她听声音的语速是平常人的2倍以上，

普通人完全跟不上。正是通过这“一耳十行”的
绝技，她考取了中国首批视障人速录师和培训
师，并通过了心理咨询师考试，目前正在准备参
加教师资格考试。

2012 年，在北京从事 2 年速录师的韩瑶和
同为盲人的丈夫回到沈阳创业，创办了和平区
益新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一头扎进了帮助残疾
人融入社会的工作中。“现在肢残、智障、自闭症

儿童可以接受学前教育，但如果这些残疾和视
力障碍叠加在一起，就几乎无法接受学前教育，
因为普通的幼儿园和教育机构不知道怎么去教
这样的孩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韩瑶着手开
发视障儿童早期教育课程，并与沈阳市盲校开
展合作。

和平区益新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每年服务约
1000 位残障人士，至今接受培训的人员已有

2000余人。在他们的培训对象中，左先生是沈
阳一所著名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在一场事故
中，左先生完全失明。突然陷入黑暗，左先生困
在家中一年多不知道如何回归正常生活。在服
务中心的帮助下，他很快学会了使用盲人手杖，
并学习读屏软件的操作方法，现在他又回到了
工作岗位，并成为中心的课程顾问，为残疾人提
供服务。

113户“最美家庭”评选出炉

沈阳市妇联自今年 3 月中旬，在全市启动
寻找和推荐2021年度沈阳市“最美家庭”工作，
经过寻找和推荐以及公示等程序，评选出 2021
年度沈阳“最美家庭”标兵户 10 户，沈阳市“最
美家庭”113户。

在昨日接受表彰的 10 户“最美家庭”标兵
户中，除了韩瑶家庭，还有热心支持沈阳公益事
业的周胜煌家庭，为办案推迟婚期 3 个月的检
察官赵洪洋家庭、悉心照顾患癌公婆和大姑姐
的刘霞家庭、两次推迟婚期的消防员张岩家庭、
支持身为警官的丈夫援疆的房凯荣家庭、共建
学习型家庭俱乐部的吕巍家庭、夫妻俩异地抗
疫的医护人员韩冰家庭、坚持低碳生活的马皎
月家庭和积极参与农村“三清一改”的王桂君家
庭。

辽沈晚报记者 王琳

2021 年 度 沈 阳
“最美家庭”评选出炉。

孙志远、韩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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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夫妻创业助残获评“最美家庭”
沈阳评选出2021年度113户最美家庭、10户最美家庭标兵

2021年度沈阳“最美家庭”评选出炉。 辽沈晚报记者 王琳 摄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启
动全国第二批儿童青少年近视防
控适宜技术试点工作，并印发《儿
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适宜技术指南

（更新版）》，要求建立中小学生视
力定期筛查制度，开展视力不良检
查，筛查频率每学年不少于2次。

对于 0 至 6 岁儿童，指南提出，
按照《0～6岁儿童眼保健及视力检
查服务规范（试行）》和《国家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做
好 0至 6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
工作，早期发现影响儿童视觉发育
的眼病和高危因素，及时转诊与及
早矫治，保护和促进儿童视功能的
正常发育。

指南明确，对于托幼机构、中
小学校儿童青少年视力筛查工作，
筛查单位应当在筛查结束 1 个月
内，按照筛查技术流程图反馈筛查
结果，并提出精准预防近视指导或
转诊建议。应当特别重视对近视
儿童青少年的信息反馈和用眼卫
生的指导。

指南强调，要建立儿童青少年
视力健康档案，及时分析儿童青少
年视力健康状况，早期筛查出近视
及其他屈光不正，动态观察儿童青
少年不同时期屈光状态发展变化，
早期发现近视的倾向或趋势，制订
干预措施，努力减少近视，特别是
高度近视的发生与发展。

此外，指南结合儿童青少年近
视防控的户外活动干预研究和真
实世界研究的最新成果，明确提出
每天保证日间户外活动 120 分钟，
分别落实在校内和校外，充分发挥
课间10分钟、上下午各增加30分钟
大课间、结伴同行上学（“健康校
车”）等模式在近视防控中的积极
作用。 据新华社

中小学生视力筛查
每学年不少于2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