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秣陵街道菜塘乡村旅游综合体全
面开工，钱大妈南京生鲜配送中心投
用，汤山精品玫瑰产业园机声隆隆，青
龙山森林康养小镇一期文旅项目已完
成整体规划……走马江宁，南京市江宁
区农业农村局大力推进农业农村重大
项目招引建设，一片火热的施工景象。

“农业农村重大项目是推动农业农
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关键抓
手，对于确保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开启
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征程开好局、起好
步具有重要意义。”江宁区农业农村局
局长焦珍山说，江宁经济发达，发展都
市农业、高新农业、旅游农业潜力巨
大 ，要在全区大力营造上下重视投
资、共抓项目的浓厚氛围，联手打好农

业农村重大项目建设“攻坚战”。
据统计，截至8月下旬，江宁区已组

织申报农业农村重大项目36个，计划
总投资116.51亿元，本年度计划投资
41.64亿元，其中财政投入7.45亿元。
目前已完成投资34.03亿元，年度投资
完成率81.73%。项目开工率100%。

4个项目竣工投用

江宁已组织申报的36个农业农村
重大项目中，钱大妈南京生鲜配送中
心、秣陵街道2020年高标准农田建设、
湖熟月季园、谷里街道方便食品加工4
个项目陆续建成。

今年初，秣陵街道2020年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在双金、火炬、东旺社区

开工，建设泵站16座，衬砌渠道16.91
公里，渠系建筑物等，高效节水灌溉
1000亩，道路16.67公里，计划2021年
12月竣工，现已超前完成，有效改善了
项目区农业生产条件，巩固提升农业防
灾抗灾减灾和综合生产能力，保障粮食
安全。

钱大妈南京生鲜配送中心位于江
宁滨江开发区喜燕路北、颐年路西，主
要从事生鲜肉类、果蔬以及烧腊制品
等新鲜食材配送和销售。目前一期项
目已完成并投入运营，本年规划进度
已经完成。

湖熟月季园位于湖熟街道耀华社
区，去年1月开工建设，建设景观、长廊、
园内道路和公厕，修剪嫁接古桩月季；

栽植树状月季和品种月季，改造修缮原
有设施、园外景观……经过一年多打
造，已正式对外开放。

18个项目年底竣工

江宁36个重大项目中，预计年底
竣工投用的项目有18个。

淳化街道五城圩中心沟综合整治
工程进度已完成73.83%；湖熟农业园
区建设项目，4710平方米玻璃温室、湖
熟稻米文化馆已经完成建设，进度已完
成80%；南京市主城区应急水源工程从
2019年年底开工建设，目前基本完成，
整体工程在年底前完成调试，建成后可
满足主城3天应急供水需求。

东山街道佘村、湖熟街道耀华社

区、湖熟街道徐慕村、汤山街道龙尚社
区、秣陵街道胜家桥村等村（社区）着力
于乡村建设，进行特色风貌塑造、市政
道路改造提升、景观绿化美化、人居环
境改善、水环境治理、湿地环境改造、基
本公共服务配置等。

湖熟园中园项目占地面积 5700
亩，今年5月开工建设，将建成以水产
养殖为主的现代农业综合园区。目
前，园区路网、入口和内部景观节点建
设已完成，排水系统、尾水治理、池塘
改造基本完成。

多个项目紧抓进度

当前，青龙山森林康养小镇一期项
目市政工程建设已基本完成，文旅项目

已完成整体规划，进入招商阶段；占地
面积235亩的卫岗乳制品智能化生产
项目，一期土地已经流转完成，桩基已
完成，研发大楼、奶牛育种、智慧农业等
基地已开始建设，预计2023年建成，项
目建成后将为南京市民提供更高品质
的牛奶。

此外，湖熟多肉植物园、南京花溪
农业一二三产融合科技示范项目、龙尚
湖环湖路修缮及景观提升改造项目、禄
口禽业智能蛋鸡养殖场、汤山街道孟塘
精品民宿村、钱大妈南京生鲜配送中心
二期、乾元浩南京兽用生物医药产业
园、甘汁园生产基地建设等项目也在加
紧建设。

鞠俊美 程秀荣

江宁高质量推进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建设

□ 本报记者 李晞 谢诗涵 洪叶
沈峥嵘 吴琼

孩子戴智能手表，
大城市较为常见

“咱们碰一碰加个好友吧！”这个暑
假前，南京市民吴锦在接送孩子上艺术
培训班时，第一次发现这样的新型“加
好友”方式。“幼儿园的孩子想要加好友
常常要通过父母，如果大家都戴儿童智
能手表，相互碰一下就加上好友，沟通
联络将更加方便。”于是，吴锦为还在幼
儿园大班的儿子买了块售价1999元的
顶配版“小天才”儿童智能手表。

打开与手表相连的App，吴锦
可以准确查看孩子佩戴手表的时长，
并找到其定位。“我平时上班比较忙，
儿子想我的时候可以打电话、发语
音。视频通话时我们可以‘面对面’，
同时我也可以通过后置摄像头查看
孩子所处的环境。”App记录显示，
上周孩子实际只戴了两天。吴锦坦
言，买这么贵的儿童智能手表主要是
因为受广告影响，有些冲动消费，孩
子实际使用的功能并不多。

“看到别的孩子都戴着儿童智能
手表，我儿子很羡慕，软磨硬泡变着
法地让我帮他买，但我没同意。”家在
苏州的家长顾婷婷认为，孩子想买智
能手表，主要是从众心理驱使。“学校
明确规定不允许带手机、儿童智能手
表等电子产品进校，所以即便买了儿
童智能手表，也只能放假在家时用。”
在她看来，智能手表的主要作用就是
方便家长和孩子联络，但手表里的游
戏、聊天等功能很容易分散孩子注意
力，耽误学习。

9月8日下午，记者来到南京华
采天地小米有品店，一对年轻夫妻正
带着女儿体验小米米兔儿童电话手
表。“这个手表外型、体验感都不错，
性价比也较高，现在做活动有100元
的优惠，只要799元，但是女儿不太

满意，说不能跟同学碰一碰加好友。”
南京市民冯彦坤告诉记者。

店内销售人员在旁补充道：“其他
品牌儿童智能手表的‘好友圈’对我们
产品的影响挺大的。因为好友圈不互
通，小朋友们为了跟同学加好友，就会
要求爸爸妈妈给他们买特定品牌。”

记者多地走访发现，孩子戴儿童
智能手表在大城市已随处可见，可对
不少生活在镇村的孩子来说，这还是
个稀罕物。徐州市贾汪区大吴镇一
位小学生家长黄婷告诉记者，孩子也
想买这种手表戴，但自己觉得贵一直
没答应，“一般功能多些的手表要
600多元，后面还要不断充话费，不
划算。”“班里50名同学，也就一两个
孩子戴这种手表。”连云港市赣榆区
宋庄中心小学老师闫环环说。

消除品牌壁垒，
行业标准待规范

根据公开统计数据，近10年来
我国14岁以下儿童人口数量一直保
持在2.5亿人左右的水平。从销售
情况看，儿童智能手表的出货量主要
集中在800元以下档位，市场空间庞
大。这吸引了众多品牌入局，包括
360、华为、小米等互联网巨头，儿童
智能手表行业也从某个品牌一家独
大局面变成多家竞争。

打开淘宝，搜索“儿童智能手
表”，可以发现售价为1998元的“小
天才”电话手表“Z7冰雪奇缘梦幻
珍藏款”月销量已超过4000单。记
者注意到，淘宝实时销量前10位的
链接中，有8个是“小天才”牌儿童
智能手表，第4、第8位是华为牌儿
童智能手表。

从去年各品牌出货量来看，步步
高“小天才”占据31.1%的市场，华为
紧随其后占19.9%，这两家几乎占据
市场“半边天”，360和小米各占10%
左右份额。

鉴于儿童智能手表的特性，各大

品牌纷纷搭建各自的独立操作系统，
形成明显的商业壁垒，这点在社交功
能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只能加同品
牌手表用户为好友，在反垄断背景下
这一做法显然与相关要求背道而
驰。”淘宝用户“牛困”评价道。

儿童智能手表质量方面暴露的
问题同样不容忽视。早在2019年，
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就曾联合福田
区消费者委员会开展儿童智能手表
比较试验，对10款儿童智能手表进
行测试。结果发现，其质量表现差异
较大，有的在测试过程中甚至出现起
火现象，存在安全隐患。

今年7月，泉州南安的周先生给
8岁的儿子买了一块电话手表，当天
晚上孩子就戴着这块手表睡觉，结果
半夜被烫醒，而烫伤的位置就是戴电
话手表的地方。经医院诊断，孩子左
前臂三度烧伤，建议植皮处理。
2019年，广东江门、安徽阜阳也曾发
生过智能手表自燃事故。

“缺乏行业标准，导致消费者缺少
评价产品质量的参照，增大消费者维
权成本。”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宣
传部工作人员徐悦建议，消费者选购
儿童电话手表时要认准国家3C安全
认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正规厂家生
产、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的产品。
尤其在购买独立社群运营的品牌产品
时，更要留意生产者资质、产品有关质
量认证，以防发热、自燃等带来伤害。

目前很多智能手表使用者可通
过“碰一碰”或“摇一摇”的方式添加
好友，但由于各手表品牌间社交功
能无法实现互通，想要融入同一个

“社交圈”，就要先进入同一个“表
圈”。对此，徐悦表示，社交功能无
法互通，是生产者制造的品牌壁垒，
这可能会引导消费者选择现有用户
数量更大的品牌。“我们呼吁生产者
实现不同品牌间的数据互通、创造
更友好的消费环境。”

有学校发布入校禁令，
避免不必要攀比

“小学阶段的小朋友自控力没那
么强，易受到外界干扰，因此学校禁
止学生将儿童智能手表等电子产品
带进校园。”记者采访中发现，不少学
校针对儿童智能手表发布了“禁
令”。南京市洪武北路小学二年级老
师赵华佩说，学生在学校通常不需要
自己联系家长，如果有突发状况，老
师会第一时间和家长沟通，使用智能
手表可能不利于孩子安心学习。

而在使用智能手表的孩子们中
间，品牌是否高级、功能是否强大等
攀比现象随之出现。“如果家长为孩
子购买智能手表的初衷在于保持联
系，那么只需要保留语音通话功能就
可以了。否则孩子很容易沉迷于游
戏、聊天等，控制不好使用的尺度。”

扬州市文峰小学老师陶诗佳告诉记
者，不少家长反映，孩子放学后，如果
自己临时有事不能及时接，就需要和
孩子联系；不少高年级学生放学自己
回家，也需要和家长电话报备。因此
该校没有明令禁止使用，但学生需要
戴智能手表进校园的，家长要提前和
班主任说明情况。“上课期间要开启
童锁功能，并且孩子要将手表放在包
里，放学后再使用。”

“一旦孩子过度使用智能手表
导致上瘾，将不利于眼睛、颈椎等
正常发育。”东南大学学习科学研
究中心副教授梁宗保建议，家长老
师可以尝试用高频行为（孩子喜欢
的行为）去矫正低频行为（孩子不
喜欢的行为）。“例如孩子喜欢玩儿
童智能手表、不喜欢吃饭，可以规
定孩子每天只可以玩30分钟智能
手表，如果他吃饭拖延了10分钟，
那么玩智能手表时间相应减少10
分钟。这也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
普雷马克(Premack)原理。”

引导孩子开拓眼界，
融入同龄人圈子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一定年龄
段儿童处于勤奋、自卑的冲突时期，
他们喜欢观察和模仿、好奇心强，看
到自己没有的东西会感觉比较新奇，
想要拥有。”南京市儿童医院心理医
生黄懿钖解释，对这一阶段的孩子来
说，如果其父母平时喜欢与人攀比，
那么孩子可能也会迷失自我，形成错
误的价值观。

商家在智能手表中置入社交等
功能，可以说是一种销售“噱头”。但
恰恰是这种营销策略，抓住了孩子想
要融入社交圈、家长害怕孩子被同龄
人孤立的心理。

“在小学阶段，融入同龄人社群、
从而顺畅地进行社交行为确实很重
要，但若因此而‘被迫’购买昂贵的产
品甚至攀比，则没有必要。”黄懿钖
说，家长购买相对昂贵的电子产品应
量力而行，不能盲目“勒紧裤腰带”

“富养”孩子。“要让孩子意识到，我们
不可能拥有世界上所有的好东西，可
以用这些钱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其次，物质层面的攀比可以转化为精
神层面的追求，帮助孩子开拓眼界，
例如养成一个有趣的灵魂，让别人愿
意和你交朋友。”黄懿钖建议，家长应
敏锐觉察到孩子渴望拥有智能手表
背后的社交需求，引导孩子通过提升
自身能力、建立自信，更好地融入群
体、建立友善同伴关系。

电子产品通常更新换代较快，梁
宗保说，如果孩子闹着更换智能手
表，家长不能一味听之任之、无原则
地满足孩子攀比心理，而要引导孩子
提升社交能力、“修炼”自身，以便更
好地融入同龄人社交圈。

成孩子心中时尚，品牌之间存在“壁垒”——

儿童智能手表，
不能只是看上去很美

开宝箱、领积分，是白荻10岁儿子每天中午雷打不动要完成的事。

“他有次期末考了100分，就要求我给他买儿童智能手表。”白荻说，考虑

到班上47个孩子中已有20多个戴上了智能电话手表，于是满足了孩子

这个心愿。

伴随我国可穿戴设备市场的蓬勃发展, 适合5-14岁儿童使用的智能手表市场规模迅速扩大，截至去年已达

150亿元左右，预计今年达到175亿元。跟踪定位、语音通话、高清拍照、移动支付……智能手机具备的功能，儿童

智能手表大多也有，同时因其动辄过千的价格、易让孩子沉迷于过度社交、存在一些质量问题等引发不少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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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论

新修订的《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强制性国
家标准发布后，有媒体记者近日探访部分商超时发现，市场上一些

“套娃”式礼盒月饼依然存在，很多包装价值超过月饼本身。
月饼过度包装不仅将成本转嫁给了消费者，更带来不必要

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月饼的价值不在于金玉其外的“面子”，
而在于真材实料的“里子”。监管部门要对月饼过度包装现象加
大整治力度，引导生产者严格执行国家包装标准，对过度包装坚
决说不。 文/杨丽 图/勾犇

对月饼“套娃”式包装说不

第十四届全运会 15 日开幕，钟
南山、袁隆平两位院士的运动逸闻意
外冲上热搜：上大学时，钟南山参加
首届全运会并打破 400 米栏全国纪
录，而袁隆平当年读书时也在湖北省
运动会上夺得自由泳第二名的好成
绩，还差一点进了国家游泳队。有网
友开玩笑说，这是体育界的损失，也
是科技界的幸运。

“院士原本是健将”，这个名单其
实可以开得很长。我国著名物理学家
钱伟长，曾是国家足球队队员、全国大
运会 100 米栏比赛的季军获得者；当
代生物学家施一公院士，年轻时曾是
国家二级运动员、田径好手。至于国
外，天文学家埃德温·哈勃精于拳击，
诺奖获得者圣地亚哥·卡哈尔钟爱健
美，“计算机之父”艾伦·图灵喜欢跑马
拉松……许多杰出科学家终生热爱体
育运动，在他们身上，科研和运动并行
不悖、相得益彰。

科技大咖钟情于体育运动，对于
青少年成长是有益的启迪。有人认
为，青少年参加体育活动无非是蹦蹦
跳跳、打打闹闹，这是一个误区。长
期以来，在“唯成绩论”“唯升学论”等
观念的影响和干扰下，学校和家长大
搞应试教育、填鸭教育，青少年课内

外学业负担过于沉重，忽视体育锻炼，
导致不少孩子出现近视、体型肥胖或过
于消瘦等问题。这些状况引起了各有
关方面的高度关注，国家正在下大力气
推进“双减”计划。随着学生作业和培
训负担得到减轻，学校和家长还要进一
步转变观念，做好“强体质”“增素质”的
后续文章。

我国著名体育教育家马约翰曾提出，
运动是健康的源泉，也是培养人格的最好
工具。从小培养青少年学生对体育运动
的兴趣，既可以强身健体，还可以磨练孩
子们的意志品格、增强他们的团队合作意
识、培养他们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这
些积极正向的价值，都可以在时间上延伸
到人的一生、空间上扩展到整个社会。

“院士原本是健将”，对社会公众
也是一种良好的示范。体育具有“迁
移价值”，它不光体现在运动场，也影
响到整个社会。现代化是“物”的现代
化，也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
化必然包括思想观念、能力素质、行为
方式乃至于社会关系等多个方面。这
其中，人的身体素质发挥着基础性、促
进性的作用，没有身体素质这个“1”，
其他方面都无从谈起。“全面小康”需
要“全民健康”，国家走向现代化同样
离不开更高水平的“全民健康”。扎实
开展好全民健身，全面提高国民体质
和健康水平，仍然是也必然是现代化
建设的重要内容。在迈向现代化的路
上，我们需要更自觉、更有力地倡导和
实践“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有感于“院士原本是健将”
□ 左中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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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一批打
着“全网最小美妆博主”“跟着萌娃学化
妆”噱头的少儿美妆博主。身穿露肩装
的少儿“网红”，用清脆的娃娃音试色推
荐，俨然成人。

数据显示，去年国内儿童彩妆销
售额同比增长 300%。儿童彩妆产品
并非大众产品，它是为模特等群体
的儿童设计的，仅供他们在特殊场
合短暂使用。因为，彩妆中含有大
量人工合成色素和粉剂类成分，加
之儿童皮肤较薄、渗透性更强，彩妆
容易对儿童皮肤造成损害，部分产
品还存在重金属元素超标等问题，
可能引发皮肤过敏。除此之外，彩
妆博主的流行，还容易让儿童沉迷
其中，形成畸形审美观。

儿童“直播带货”有的还涉嫌违法。

广告法明确规定，不得利用不满10周岁
的未成年人作为广告代言人。在针对未
成年人的大众传播媒体上，不得发布医
疗、药品、化妆品、美容广告等。很明显，
一些儿童彩妆商家违背了这一规定。

那些“血小板妆容”“啵啵奶茶妆”
等精致妆容的背后是“流量变现”的难
看吃相。他们的背后，往往既有赚得盆
满钵满的成年人，也有“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的平台。

遏制儿童美妆博主盛行，重在落实
平台责任，平台掌握流量倾斜的方向，
减少对儿童美妆博主的推荐，让违法违
规者无利可图，儿童美妆博主的泛滥趋
势就可得到遏制。有关部门应尽快制
定相应监管政策，这有利于督促平台压
实主体责任，防止商家打着玩具的旗号
绕过对儿童彩妆产品的审查。当前，由
于监管政策不明朗，导致一些有实力的
企业不愿进军儿童彩妆市场，这让中小
商家用良莠不齐的产品填补了巨大市
场需求。只有更加详实的监管措施，才
能提升市场整体质量。

别让“畸形彩妆”带歪儿童审美
□ 韩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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