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

□本报记者 唐诗

副刊【生活】14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txy@126.com│校对 刘芳│美术编辑 李媛│本版编辑 周薇│２０19年 11月 6日·星期三

本市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57.3%

眼睛近视？ 预防治疗三步走
儿童青少年近视要有综

合防控策略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控局
李筱翠处长指出， 近视目前已成
为儿童青少年主要的健康问题之
一， 低龄化趋势明显。 青少年近
视的防治， 要建立干预体系， 推
进医教协同， 实施社会、 学校、
家庭、 学生、 专业机构 “五位一
体” 的综合防控策略， 坚决遏制
青少年视力低下势头。

李筱翠表示， 国家卫健委将
联合教育部等相关部门共同研究
建立青少年近视等学生健康问题
联防联控机制， 加强学生近视及
相关危险因素监测， 强化筛查和
早期发现， 提高儿科、 眼科等医
疗服务能力，加强就医指导、规范

配镜和后期随访治疗。

本市儿童青少年近视发
病率高于全国水平

北京市2018年儿童青少年近
视现状及监测信息化主题报告显
示： 北京市儿童青少年近视发病
率高于全国水平。

2018年北京市儿童青少年
总体近视率为 57.3% ， 高于全
国水平的 53.6% 。 其中 ，6岁儿
童为12.1%，小学生为38.4%，初中
生为77.2%，高中生为83.3%。

按照国家要求 ，2019年北京
市儿童青少年近视率要在2018年
基础上下降1个百分点，近视防控任
务艰巨。

小学阶段是北京市近视防
控重点年龄阶段 。 近视率从小

学一年级的11.7%增长到六年级
的65.7%。

普通高中学生高度近视问题
凸显。 高三学生近视率为90.2%，
其中高度近视 （600度以上） 人
数占近视人数的26.3%。

近视防控重点人群关爱
行动“六条”发布

活动发布了北京市中小学生
近视 防 控 重 点 人 群 关 爱 行 动
“六条 ”， 具体包括：

遴选一批近视防控示范点校
在全市遴选出第一批先行

先试近视防控示范点校 ，落实
近视防控措施 ，开展一项或多
项近视防控关爱行动。 逐步扩大
近视防控示范校数量， 使更多学
生受益。

推进视力健康档案和健康管
理信息化建设

市、 区成立近视防控技术支
持小组， 学校建立健全视力健康
管理工作网络。 建立标准化、 规
范化视力健康监测网络， 实现视
力健康管理的信息化。

建设学生近视前瞻性研究队列
追踪评估学生近视发生发展

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影响度， 开
展精准化干预和适宜技术研究，
建立学生近视预警评价体系， 控
制近视新发或过快发展。

建立网络化眼健康教育体
系， 组织专家进校园

成立由临床医学 、 公共卫
生、 教育、 传播和信息技术等领
域专家组成的眼健康教育技术支
持专家委员会， 定期开展专业研
讨， 开发学生视力健康材料。

形成近视防控综合干预模
式，实现“家—校—卫—体”联动

逐步建立近视防控综合干预
模式， 完善部门联动机制， 建立
“家庭—学校—卫生健康—体育”
多位一体的学生近视防控体系。

研发有效保护视力措施 ，促
进科研向应用转化

深化学生近视防控研究，研
发有效保护视力的干预措施， 方便
学校、家长、学生开展近视防控。

“双十一 ” 临近 ， 警方提
醒， 各类促销活动日渐增多， 刷
单诈骗案件高发， 要谨防骗局。

市民封女士平常比较喜欢网
购。 几天前， 她在朋友圈看到一
个 “双十一” 刷单兼职的消息。
操作简单、 报酬丰厚， 于是立即
加了对方微信。 按照双方约定的
规则， 刷一笔支付完成后可以立
即返现。

很快， 封女士支付完成第一
笔900元的订单， 但对方告知她
支付宝系统出问题 ， 并且她的
“借呗额度未用完无法返现”， 需
要她加客服QQ申请退款。

封女士点开客服发来的链接
后， 发现是一个付款页面， 需要

她再付款1.4万余元 ， 才能继续
下一步操作， 但这笔钱会第一时
间退还给她。 因为急于要回自己
的钱 ， 封女士便输入了支付密
码。 封女士后来发现被骗， 向警
方报警。

警方提醒， 要通过正规途径
寻找兼职， 网上刷单违法， 不仅
容易上当受骗， 而且还可能要
承担法律责任 。 在网络交易过
程中， 务必确保所有的操作都在
官方指定的网站、 客户端进行，
切勿因为 “退款 ” “系统出问
题” “解冻” “激活” 等诈骗话
术， 到不明网站、 非官方渠道进
行交易。

（新华）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
题教育开展以来， 丰台区市场监
管局按照 “守初心、 担使命、 找
差距、 抓落实” 的总要求， 积极
发挥窗口单位党支部的战斗堡垒
作用和基层一线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 不断加强窗口服务效能建
设， 为办事企业和群众提供优质
服务。

一是对标初心找差距。 以主
题党日、 支部书记讲党课等形式
组织研学活动， 教育引导党员干

部重温中国共产党的 “初心”和
“使命”，围绕“我的初心使命”，对
照党章党规、 人民群众期待和先
进典型找差距、 补短板， 进一步
提升思想认识， 坚定理想信念。

二是深入调研查问题。 立足
优化营商环境， 围绕群众关切的
热点难点问题， 以实地查看、 座
谈、 业务测试等形式开展 “最多
跑一次” 改革调研， 深入分析查
找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三是亮明身份提效能。 设立

党员先锋岗， 党员亮明身份， 中
午停休， 帮扶指导申请人办理营
业执照， 减少现场等待时间。 优
化企业开办登记流程， 线上提交
材料采取 “秒核” 方式， 即时审
批， 线下提交材料 “一来就办”，
1小时领取营业执照。 同时， 进
一步推出企业 “注销 ” 提速服
务， 材料齐全的， 注销材料现场
提交后直接流转到审核人手中即
时核准， 实现即来即核。

（靳元伟）

谨防“双十一”刷单返现骗局

践行初心使命 提升服务效能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

警方提醒：

早预防
家长可以自己记录并建立孩

子的视力小档案。 关注并记录孩
子视力情况， 便于在孩子眼部出
现视力问题时及时有效的采取相
应调理措施。

早发现
孩子假性近视的周期很短。

妈妈们一定要学会通过细节判断
孩子视力问题 ， 才能做到早发
现。 出现以下几个行为时， 很可
能说明孩子视力已经出现问题，
家长要带着孩子去做视力检查：

看物体时经常眯眼。 近视引
起的眯眼动作是眼睑轮匝肌收缩
作用的结果。 眯眼会使孩子眼睛
周围肌肉过度紧张， 引起酸胀疼
痛等症状。

注意力不集中 。 孩子在学
习， 比如看书时， 经常注意力不
集中。 孩子在逃避用眼疲劳给自
己带来的精神上的压力， 特别是
当孩子不愿意或者无法表达时，
家长一定要留意了。

贴近物体看东西。 当孩子看
物体时总要跟物体贴得很近， 读
书写字时常常抱怨屋子里的光线
太暗时， 要考虑到孩子可能患有
近视。

经常歪着头看物体。 一些患
有早期近视的儿童常常会歪着头
看物体。 这是因为歪头看物体可
以减少散射光线对视力的影响。

早调理
如果孩子出现了上述行为，

妈妈要及时带孩子到专业的视力
养护中心进行调理。 绝大部分儿
童、 青少年的近视是由于睫状肌
过度调节引起， 这种过度调节通
过放松肌肉后可恢复正常视力。

★相关链接★

青少年近视预防
三步曲

早预防、早发现、早调理

眼睛是儿童青少年探
索世界的重要感官， 是沟
通的渠道 、 指引的明灯 、
心灵的窗口。 近日， 北京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举办
2019北京市中小学生 “儿
童健康 放眼未来” 近视防
控主题宣传活动 。 会上 ，
2018年全市儿童青少年近
视调查结果发布， 2018年
北京市儿童青少年总体近
视率为 57.3%， 高于全国
水平。

排毒靠它？ 没戏！
网上流传一个排毒食谱： 连

续只吃不加油盐的水煮大白菜，
排毒效果奇佳。 专家提示， 大白
菜确实营养丰富， 但营养并不全
面 ， 正常人这样吃只会营养不
良 ， 而且医学上并不存在 “排
毒” 的说法。

大白菜含有丰富的粗纤维、
维生素、 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能
够润肠通便、 帮助消化。 但光吃
大白菜， 不加油盐、 不吃其他食
物， 肯定是不科学的。 普通人按

照这个吃法， 几天的时间就会因
缺盐造成含钠量过低， 肌体电解
质弱化， 发生食欲不振、 四肢无
力、 晕眩等现象， 对心肺也有影
响 。 严重时还会出现厌食 、 恶
心 、 呕吐 、 心率加速 、 脉搏细
弱 、 肌肉痉挛 、 视力模糊等症
状。 不管是减肥还是所谓的 “排
毒”， 连续吃水煮白菜的做法都
是不科学的。

通过饮食来养生， 讲究的是
合理膳食、 营养均衡。 按照我国

居民膳食指南， 人类的食物是多
种多样的， 任何一种天然食物都
不能提供人体所需的全部营养
素。 平衡膳食必须由多种食物组
成 ， 才能满足人体各种营养需
要， 达到合理营养、 促进健康的
目的。

此外 ， 现在不少人热衷的
“排毒 ”， 实际上并没有科学依
据。 如果 “毒” 是指人体新陈代
谢产生的废物， 那通过消化、 呼
吸、 循环等新陈代谢系统就能排
出这些废物， 无需刻意 “排毒”，
否则很可能因方法不科学危害身
体健康。 （张倩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