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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颖珍 通讯员 吴东辉）3 月 10 日
上午，蕉城区民政局、蕉城区教育局携手蕉城公安分
局、蕉城区人民检察院、共青团蕉城区委、金涵畲族
乡人民政府、宁德市弘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等单位
联合开展“福蕾行动计划”，为蕉城区民族实验小学
捐赠图书共计 200 余本，涵盖了科学、文学、艺术、历
史等多个领域，为学校的图书馆和班级带来了丰富
的阅读资源。

活动现场，在图书馆管理员的引导和社工的帮助
下，同学们把整理好的图书分门别类，按照对应序列一
一上架。随后，同学们围桌而坐，选择自己喜欢的书籍
认真翻阅。

“这次捐赠的图书内容和品质都非常优秀，在学生们
阅读中一定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同时，学校也会全力
保障这些图书的使用和管理，为学生们创造更好的阅读
环境。”学校图书馆管理员说道。

眼下正值鲈鱼养殖管护关键期，近
日，福建农林大学副教授梁鹏带领研究
生团队来到福建福鼎鲈鱼科技小院开
展“学雷锋，助春耕”科技志愿服务活
动，帮助企业、养殖户解决花鲈品种育
养等相关问题。

福建福鼎鲈鱼科技小院是由福建
省科协、上海海洋大学、福建农林大学、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福建省农村专业技
术协会、宁德市科协等共建单位依托福
建闽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而创建。小
院集农业科技创新、农业技术服务、农
村科学普及、人才培养培训四位为一
体，于 2022 年成功入选“福建省科协科

技小院”“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
科技小院建立以来，经共建单位和

福建闽威实业共同努力，已引进上海海
洋大学教授鲍宝龙、福建农林大学副教
授梁鹏2位专家及9名研究生。“希望通
过发挥科技小院资源优势，逐步实现

‘建设一个小院，入驻一个团队，带动一
个产业，辐射农村一大片’的目标，推动
产业创新和优化升级、企业长足发展。”
闽威实业董事长方秀说。

在项目研究方面，鲍宝龙教授依托
科技小院平台，带领团队开展《花鲈鳗
弧菌基因工程免疫增强剂研发》项目，
项目通过基因工程技术，加强饲料免疫

增强剂研究，将进一步提高花鲈抗鳗弧
菌能力。梁鹏副教授团队开展《福鼎鲈
鱼精深加工增值关键技术与产业化示
范》《海鲈鱼特色风味预制菜开发关键
技术及应用》项目研究，进一步提升了
水产品精深加工技术水平，促进花鲈产
业链补链、强链、延链、稳链。

在农技服务和科普方面，科技小院
多次举办培训会、专家学者讲座，帮助
养殖户解答养殖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问
题，不断提高养殖户养殖管理水平；并
通过中国鲈鱼文化博物馆等宣传科普
媒介，结合全国科普活动周及“5·18”国
际博物馆日，积极开展鲈鱼文化科普宣

传活动，普及鲈鱼基本知识，宣传小院
相关科研成果，推动鲈鱼保护与利用，
每年参加科普活动或参观博物馆人数
达上万人次。

科技小院是解决生产难题、开展科
学研究的一线阵地，更是农业科技成果
转化、培育新型农民的孵化基地。宁德
市科协负责同志表示：“接下来，福建福
鼎鲈鱼科技小院将充分发挥平台作用，
吸引更多高层次人才加入，进一步加强
科学研究，解决鲈鱼产业链‘卡脖子’难
题，推广先进的养殖加工技术，为鲈鱼
产业发展、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源源不断
的科技力量。” □ 本报记者 陈莉莉

本报讯（记者 陈莉莉 通讯员 王
薪越 文/图）3 月 12 日，市科技馆举
办“放飞科技梦，科普向未来”科普小
课堂——奇妙的植物探究之旅活
动。活动共吸引 15 组亲子家庭、30
人参与。

“植树节是哪一天？植物的生态
价值有哪些？裸子植物有什么特
点？”活动现场，市科技馆科普志愿者
通过 PPT 课件、互动问答等形式，详
细讲解了植树节的由来和植物的作
用、意义、种类等相关知识，带领孩子
们一起了解植物知识、走进植物世
界。在手工制作环节，孩子们充分发
挥想象力，使用剪、贴等方式制作植
物贴画，活泼可爱的小昆虫、粗壮挺
拔的大树……一幅幅贴画作品充满
了童真童趣。

据悉，此次活动旨在培养少年儿
童动手动脑能力的同时，进一步传播
植物相关知识，引导孩子们树立尊重
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
理念。

本报讯（记者 陈莉莉）3 月 8 日，
《电子商务交易产品质量抽检规范 茶
叶》《电子商务交易产品追溯信息编码
与标识规范 茶叶》行业标准审查会顺
利召开，2 项行业标准顺利通过专家
审查。

据悉，《电子商务交易产品质量抽
检规范 茶叶》《电子商务交易产品追
溯信息编码与标识规范 茶叶》行业标
准由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立项归
口，福建新坦洋股份有限公司、宁德市
标准化协会共同牵头编制，分别规定
了电子商务交易中茶叶产品质量的抽
检主体、流程、要求，以及茶叶产品追
溯基本要求、追溯编码规则、追溯信息
采集和记录、追溯码与信息的关联等
具体内容。该行业标准的制定和实施
填补了电子商务交易中茶叶产品质量
抽检工作标准、茶叶产品追溯信息编
码与标识规范的空白，对推动茶产业
健康、安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讯（记者 陈莉莉 通讯员 林
基忠）近日，福鼎市第一中学学生邵
子航因在 2022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
活动中表现突出，获得了中国科协青
少年科技中心颁发的“优秀营员”荣
誉证书。

据悉，2022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
活动由中国科协、教育部主办，福建省
科协、省教育厅和厦门大学承办，全省

共有14所中学130名学生参加。本次
高校科学营以“科技梦·青春梦·中国
梦”为主题，通过组织营员与名家大师
对话交流、聆听院士专家精彩报告、参
观重点实验室和科学探索中心等活
动，让学生们全方位体验大学校园生
活，探寻前沿科技知识，品味大师成长
历程，进一步培养科学兴趣、感悟科学
精神，树立科学志向。

本报讯（记者 陈莉莉） 3 月 6
日，蕉城医疗行业首个“市级院士专
家工作站”——华厦眼科医院集团
宁德眼科医院院士专家工作站揭牌
成立。

据了解，华厦眼科医院集团宁德
眼科医院引进了国际眼科科学院院
士赵堪兴专家团队。赵堪兴院士创
新了多种难治性斜视矫正术，在斜

视、眼球震颤、垂直斜视诊治、儿童弱
视预防与规范化诊疗、学龄前儿童正
常视力研究及近视防控等方面有丰
富的临床经验。

工作站成立后，将进一步依托专
家团队资源优势，开展小儿斜弱视远
程会诊，建立斜弱视医生培育基地，进
行斜弱视相关课题研究，不断提高蕉
城区眼科医疗服务水平。

本报讯(朱灵塬 苏振成 张晋) 近日，福鼎职业中专
学校组织师生前往“中国扶贫第一村”——福鼎市磻溪镇
赤溪村开展“职教赋能助力乡村振兴 技术培训促进农业
发展”结对共建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中，师生们先后走进赤溪村扶贫展示馆、白茶
产业园、康鱼养殖基地、赤溪村文创产业园等地参观
交流，在畲家“哈哥”“哈妹”的指导下学习石头画制
作。在赤溪村扶贫展示馆，福鼎职专党支部书记、校
长蔡茂雄为师生们讲述了赤溪村在青山绿水间实现

“弱鸟先飞”的乡村振兴故事，引起学生强烈共鸣。在
随后进行的“科学育儿公益行”活动中，该校陈爱清老
师为赤溪村幼儿园的老师们开展现场指导教学。活
动当天，该校旅游专业老师还与赤溪民宿经营者共同
探讨乡村旅游与民宿管理等问题。

本报讯（记者 赵巧红 通讯员 苏婕）为维护青少年
合法权益，创建平安和谐校园，探索社会工作介入校园欺
凌等问题的有效路径，3 月 3 日，宁德市“070 零欺凌”驻
校社工项目在宁德技师学院启动。

据悉，该项目由共青团宁德市委、宁德技师学院共同
发起，创新全程陪护的方式，驻校开展预防校园欺凌社工
服务。目前，该项目已对全校师生进行专项调查摸底，并
以“全面宣传普法、关键团体辅导、重点介入个案”及“赋
能教师家长”的思路，联合学校心理健康中心，系统性地
实施预防欺凌工作。“不同于以往，这次‘070 零欺凌’项
目在校内设立了驻校社工项目中心，将通过陪护式、全链
条的介入，更加全面、精准筛查校园欺凌线索和隐患，并
针对学生、教师、家长系统开展三级预防干预。”初心益宁
社工机构负责人张美锋表示。

技师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青少年身心发展有其特
殊性，希望通过社工机构力量，运用专业工作方法、联动
社会各方资源，帮助学校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预防校园
欺凌工作体系。

本报讯（记者 郭晓红 通讯员 夏岩
缘）一团彩线、一根绣针、一块布料，在
一双双小手中“摇身一变”，就成了五彩
斑斓的艺术品……日前，福鼎市桐城街
道社工站、天湖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与慈济小学联合举办“非遗小小传承人”
活动。活动以非遗刺绣为主题，共开设
6次课程，以10人学习小组形式开展。

当天，来自社工站的志愿者为孩子们
详细介绍了丰富多彩的中国非遗文化及
刺绣传统制作技艺。在志愿者的带领下，
孩子们现场学习刺绣技艺，五颜六色的绣
线在孩子们手中变幻成一个个精美的图
案，在穿针引线的过程中，孩子们也更加
深刻地体会到“非遗刺绣”的独特魅力。
志愿者李思颖告诉记者，社工站举办本次
活动，目的是让更多孩子在校园里学习、
了解和传承非遗文化，从小建立民族文化
自信与自豪感。据悉，近年来，福鼎市大
力开展非遗文化进校园工作，各中小学相
继开设了方言课、嘭嘭鼓及越剧课等具有
地方特色的乡土课程、社团兴趣课等，积
极推进非遗文化传承与学校教育深入结
合，有力提高青少年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参
与感、认同感、自豪感，在校园文化环境中
营造浓厚的非遗传承氛围。

本报讯（记者 郭晓红）近日，市关工委、市委老干部
局在柘荣富溪中心小学共同举办“习爷爷在宁德的故事”
进校园宣讲活动，宣讲团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勉励学
生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学习知识、掌握本领、
强健体魄，立志成长为担当民族伟大复兴大任的新时代
好少年。

据悉，去年6月，市关工委联合市委老干局、市教育局
共同组建“习爷爷在宁德的故事”进校园学习实践活动百名

“五老”宣讲团，汇聚全市各地关工委报告团、老干局银发人
才库、退休老教师人才库等讲师，充分发挥“五老”“活历史、
活教材”的优势，采用“故事会”“微宣讲”“微讲座”等形式，
把闽东故事中蕴含的革命精神和时代价值讲出来，弘扬
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时期留下的好思想、好传统、好作
风，教育引导青少年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争做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截至目前，百名

“五老”宣讲团已累计开展主题宣讲26场，受教育青少年超
5100人次。

本报讯（记者 陈容 通讯员 苏冠羽）春归大地，万物
生长，为培养少年儿童“植绿 护绿 爱绿”环保意识，3 月
12 日，霞浦县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总队、松港街道
文明实践所、中共松港街道江边村支部委员会、江边村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开展“约绘春天 多肉联萌”掌心里
的植树节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们首先向小朋友们介绍“植树节”的
由来、植树的意义和爱护小树苗的常识，引导小朋友们懂
得“爱护环境，从我做起”。随后，在志愿者帮助下，小朋
友们运用画笔、白纸等工具描绘心中的植树节，将自己对
绿化、环保的理解融入在彩绘作品之中。同时，充分发挥
想象，开展多肉植物移栽活动，将不同种类的多肉植物拼
凑在一起，DIY制作属于自己的多肉盆景。

通过此次活动的开展，既丰富了农村儿童的精神文
化生活，也培养了孩子们爱护绿植、亲近大自然的意识。

近日，柘荣县
宅中中心校组织
开展学雷锋主题
系列活动，带领学
生学习非遗技艺、
聆听雷锋故事、开
展志愿服务，多举
措引导学生弘扬
雷锋精神，争做新
时代好少年。
本报记者 朱灵塬
通讯员 孔雄辉 摄

福建福鼎鲈鱼科技小院：

为鲈鱼产业发展插上科技的翅膀

市科技馆举办科普小课堂活动

“习爷爷在宁德的故事”
进校园宣讲走进柘荣

我市启动“070 零欺凌”
驻 校 社 工 项 目

霞浦松港街道江边村开展

“约绘春天 多肉联萌”
掌心里的植树节活动

赠书润心田 书香飘校园

非 遗 进 校 园
文 化 润 童 心

《电子商务交易产品质量抽检规范
茶叶》等两项行业标准通过专家审查

蕉城医疗行业首个“市级院士专家工作站”揭牌成立 福鼎学子获2022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活动“优秀营员”荣誉

福鼎：

职教赋能助力乡村振兴

丹麦研究人员近日在《放射学》杂
志上发表论文说，一款已上市商用人工
智能工具用于分析患者胸片时，识别异
常征象的灵敏度超过99%，意味着人工
智能可望帮助提高胸片诊断效率，减少
放射科医生读片工作量。

X 光胸片广泛应用于与心脏、肺等
部位有关的疾病检查，但读片需要丰富
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提高读片自动化

程度，能显著提升医疗机构影像筛查和
诊断效率。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和当地几家医
院参与的研究小组报告说，他们利用一
款已上市商用人工智能工具分析了
1529名患者的胸片，同时请3名放射科
医生各自对这些胸片进行分析，并将人
工智能和医师的读片结果进行比对。

结果显示，在放射科医生确定的

1100份有异常征象的胸片中，人工智能
工具识别出 1090 份。人工智能识别异
常征象总体灵敏度达 99.1%，识别严重
异常征象灵敏度达99.8%。

研究还显示，放射科医生判断有
429 份胸片为正常，人工智能识别出其
中 120 份，也就是说研究使用的全部胸
片中，有 7.8%可根据人工智能的判断
归为正常，排除进一步诊疗的需求。

研究人员表示，未来依靠人工智能可
较为保险地自动筛出一定比例正常胸
片，减少医生诊断工作量，但还需更大
规模研究对此加以验证，以保障患者
安全。

□ 辛华

研究显示人工智能可帮助诊断胸片

孩子们在进行手工制作

一周一科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