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2日上午，长沙市开福区国防科大社区联合辖区内国防科大一号院幼儿园，为孩子们举行
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红色”开学典礼。 记者 丁鹏志 摄

本报3月2日讯 与军人
叔叔一起升国旗， 解放军现
场分享雷锋、雨来的故事，观
看列队表演……今天上午，
长沙市开福区国防科大社区
联合辖区内国防科大一号院
幼儿园， 为孩子们举行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红色”开学典
礼。（扫报眉二维码看视频）

“一二一， 一二一……”
上午9点30分，幼儿园鼓乐队
的队员们高举国旗， 在军人
叔叔的护送下， 踏着稳健的
步伐，举行隆重的升旗仪式。
在国旗下， 国防科技大学研
究生院学员三大队的军人学
员们， 不仅给小朋友们带来
了列队表演， 还通过通俗易
懂的语言给大家讲了《善良
的雷锋》、《小英雄雨来》的故
事， 告诉他们从小要学会热
爱祖国、关心身边的小朋友。
孩子们的目光从始至终都流
转在军人叔叔的身上， 充满
敬仰， 不少小朋友还激动地
表示“我长大以后也要当解
放军”。

幼儿园园长于红告诉记
者， 每一年该园都会举行一
些类似的爱国主义教育活
动， 让他们从小树立好正确
的人生观、 价值观。“今年是
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又
在学雷锋月， 所以就用这样
一个开学典礼来激发他们的
爱国意识和‘我是中国人’的
这种自豪感。”

当天， 国防科大社区还
向幼儿园图书室捐赠了《林
海雪原》、《闪闪的红星》等
300余册红色书籍。社区党委
书记李好表示，“少年兴则国
兴，少年强则国强。希望小朋
友们能通过这些书籍更加地
了解我们的国家， 增强爱国
的情感和振兴祖国的责任
感， 真正把爱国之志变成报
国之行。”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陈哲锋 舒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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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购买群体多为文秘、资料员等

“1分钟可写超100字， 完全仿人手
写字迹……”2日，记者在淘宝、京东等
多个电商平台上搜索“抄写神器”（写字
机器人）发现，出售这种商品的商家不在
少数，且大多数都把“仿手写”、“仿生”等
功能放在商品介绍的最醒目处。

据悉，根据打字速度和产品质量，
写字机器人的价格从四百多元到上千
元不等，且店铺的月销量也都不低。记
者从一家月销量超1000台的网店客服
处了解到， 这种写字机器人不仅能够
画画、填写表格，更能模仿不同人的字
体来书写， 只需要操作人通过电脑端的
写字软件，把书写内容导入到写字软件，
写字机器人就可以像人一样开始写字，
“目前， 字体库里有几百种手写字体，如
果需使用自己的字体，在手机APP上录
入即可。”

记者浏览了部分买家评价后发现，
购买群体多为文秘、资料员等，购买用途
多半是将电子表格转换为手写资料，“要
看格式，不是所有的都能写。”该客服表
示，要看该格式是否已经录入系统。

【看法】
学生没听过，家长不会买

“没有听说过这种写字机器人。”在
长沙市开福区第一中学， 记者随机采访
了几名学生，大家纷纷表示“不知道”，也
“不会购买”。初一学生李启瑞告诉记者，
老师并没有布置过多的作业， 只要跟着
老师的节奏走， 完成这些书面作业不成
问题。

“这机器太贵了，学生应该没有能力
去支付这笔费用。”家住湘江世纪城的李
女士说， 她在某视频APP上看到过这种
“神器”，并没有仔细去研究，她认为写字
机器人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抄写，“现在老
师布置的作业都很灵活， 写字机器人用
处不大， 再说进行抄写的一般都是语文
和英语科目，多抄几次是为了加深印象，
家长们应该不会帮孩子去买写字机器
人。”

长沙市清水塘第三小学校长谢益
林认为，虽然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但是老师与其让大家想方设法应付抄
写， 不如布置一些学生感兴趣的作业，
鼓励学生探索创新， 通过完成作业，引
导孩子提高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他告诉记者，为了给学生减负，该校
将周四定为“无书面作业日”，即每周四
学校不给孩子布置任何书面作业，让孩
子自己管理时间， 自主安排学习生活，
从而养成合理安排时间的好习惯，也能
够在潜移默化中使孩子真正成为时间
的主人。

■记者 杨斯涵 实习生 舒苇航

用“写字机器人”赶作业？家长：不会买
调查：购买群体多为文秘、资料员 学生：跟着老师节奏走，完成书面作业不成问题

本报3月2日讯 两年
不敢吃辣椒， 竟是因为学
习压力的原因。 家住常德
的小怡（化名）近两年只要
一吃稍微辛辣刺激的食物
就会感觉到疼痛难忍，一
直查不出原因的她近日终
于在湖南省儿童医院口腔
科找到了答案。

3月1日， 家住常德的
小怡妈妈带着13岁的小怡
来到湖南省儿童医院口腔
科， 小怡妈妈说女儿口内
刺痛，口角内侧糜烂2周了
一直不好。 副主任医师游
弋检查后发现， 小怡口内

两侧颊侧黏膜有白色花纹，
中间发红，触摸稍微粗糙，诊
断为口腔扁平苔藓。

小怡妈妈表示，小怡近2
年来一直不能吃辣椒， 吃辣
椒口内刺激疼痛明显， 起初
没有放在心上， 直到前几日
口角内侧糜烂2周一直未好
转才来就诊。游弋表示，扁平
苔藓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皮肤
病，临床主要表现为牙龈，舌
头， 脸颊内侧有白色斑块或
条纹，形成花边状图案。牙龈
变红、溃疡糜烂且有疼痛感。
“但扁平苔藓好发于中年妇
女， 小怡患上了这个我也很

疑惑， 后面在交谈中才了解
到情况。”游弋说，小怡现在
在长沙某私立初中就读初
二，学习压力大，加上她平时
性格内向，与人沟通较少。久
而久之形成的压力导致了病
情的发生。

游弋提醒， 现在初中生、
高中生学习压力普遍很大，容
易导致一些与精神压力有关
的疾病。他建议在学习生活中
家长应该积极与孩子沟通，调
节他们的学习压力，让他们能
快乐学习，健康成长。切勿让
孩子独自承受压力。
■记者 田甜 通讯员 李雅雯

本报3月2日讯 “医
生，就要开学了，孩子的抽
动症状却发作频繁， 怎么
办？”今日，湖南省第二人民
医院儿科诊室内，几位家长
焦虑地讲述着自家孩子的
病情。 随着开学季的到来，
儿科门诊因抽动障碍复发
就诊的患儿明显增多。

“儿童抽动障碍是多发
于儿童期的运动性或发声
性肌肉痉挛，主要表现为不
自主的、刻板的动作，例如
频繁地眨眼、做怪脸、摇头、
耸肩、发出咳嗽声、清嗓声
等。多发于2~15岁的儿童，
以快速、不自主、突发、非节
律性、单一或多部位肌肉运
动抽动或发声抽动为特点
的一种复杂的慢性神经精
神障碍。” 儿科主任薛亦男
介绍， 面对开学季的到来，

许多孩子还不能从假期放松
休闲和随意懒散的状态中调
整回来， 想到要重新步入学
校，还将迎来入学考试；学习
压力和环境改变的双重刺激
下，难免产生紧张情绪，抽动
症状就不可避免地加重了。

“其次，孩子们在假期里
过度的看电视，玩电子产品，
生活作息不规律， 也是抽动
障碍的诱因之一。”面对开学
季，薛亦男表示，家长们与其
担心，不如做好应对准备。

家长们如何帮助孩子顺
利度过这个时期， 避免抽动
症状在开学季加重呢？ 薛亦
男给出了建议。

首先缓解孩子紧张焦虑
情绪。在开学前后，对家长来
说， 最重要的是帮助孩子减
压， 协助孩子做好开学前的
各项准备，缓解焦虑情绪。鼓

励孩子约自己要好的同学来
家里聚会， 并事先了解新学
期环境的变化。

其次要注意合理饮食、规
律作息。合理安排饮食、作息，
注意营养均衡。 不吃油腻、生
冷、含铅量高的食物；少吃辛
辣、海鲜、方便面、膨化食品，应
以清淡为宜。减少看电视时间，
禁止观看过于激烈、刺激画面，
杜绝过度使用电脑或玩游戏。

最后是家长要带着孩子
及时诊断和干预， 利用假期
最后的时间及时到医院复
诊， 积极配合医生进行专业
医疗干预， 抽动障碍儿童病
程长，容易反复，家长在治疗
期间要克服急于求成的心
理， 配合医生选用适合孩子
的治疗方案，坚持规律治疗。

■记者 田甜
通讯员 章彩 石荣

幼儿园开学第一课

与军人叔叔
一起升国旗

新学期开始， 不少学生进入紧张
学习的阶段， 各种各样的课后作业成
了孩子和家长关注的话题。 近日，“抄
写神器”———写字机器人走入大家视
野。在调查过程中，记者发现，写字机
器人在网上各平台均有售卖， 其中不
乏月销过千的商家。 这到底是个什么
商品？是否又能得到大家认可呢？3月
2日，记者进行了走访。

女孩两年不敢吃辣,竟是因为学习压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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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季抽动症患儿增多，家长这么做就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