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多数机构缺乏诊疗资质 有的视力检查结果人为操作

3 应提高诊疗性视力矫治人员资质门槛 加强联合监管执法

1 针灸烟熏理疗号称“60天轻松摘镜” 有人近视不降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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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万象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年
6 月发布的 《近视防治指南》
显示，目前我国小学生近视比
例为45.7％，初中生近视比例
为74.4％，高中生近视比例为
83.3％，大学生近视比例则高
达87.7％。

目前，一些矫正机构从业
人员素质良莠不齐。重庆爱尔
眼科医院副主任医师任仕为
说，人社部门规定，眼镜验光
员需要取得职业技能鉴定证书
持证上岗，但这主要适用于眼
镜店的验光配镜人员，对从事

视力矫正诊疗的人员应该制定
更高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相关部门
对近视矫正机构的监管存在多
头管理的问题。据了解，工商
部门一般负责机构的注册经
营、广告宣传等，医疗执业许
可、从业人员资质和医疗器械
准入则分别由卫生、人社和食
药监部门负责。相关部门各管
一块，一些不正规的机构如果
没有主动在卫生和食药监部门
备案，便脱离了监管视野。

专家建议，工商、卫生和

食药监等相关部门应联合加强
执法，明确视力矫正机构的行
业标准，依法查处不规范宣传
和违规经营行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眼科中心主任朱益华等眼科
专家表示，视力健康重在预
防，教育部门和中小学校应该
加强综合防控，帮助青少年养
成良好的用眼习惯。一旦发现
孩子的视力出现问题，家长们
不要轻信各种夸大宣传，应及
时带孩子到正规医疗机构检
查。 据新华社

11月6日，杭州市民徐女
士发帖称日前带着两个孩子在
小区门口散步时，孩子被没拴
绳的狗吓到，她驱赶狗却被狗
主人殴打。6日，杭州市公安
局余杭区分局发布通报称，警
方已介入该案调查。

徐女士在网帖中称，3日
晚，她带着6岁儿子和3岁女
儿在自家小区楼下散步，一只
没拴绳的狗突然冲过来追着她
儿子叫，她本能地护住儿子，
并用脚驱赶狗。这时，狗的男
主人气冲冲地过来质问，两人
争吵几句后该男子对徐女士掐
脖子、扇耳光，并用拳头击打
其头部。

据徐女士描述，男子在第
一次打完她后还不断辱骂。有
人过来把男子拉开，当徐女士
想带孩子离开时，他第二次冲
过来打人。

现场监控视频显示，该男
子与徐女士的冲突持续大约4
分钟，视频后半段显示该男子
将徐女士摔倒在地，并骑在她
身上对她头部、面部等部位进
行殴打。徐女士表示，她当晚
到医院检查发现手指骨折，全
身多处挫伤。

该帖子发出后引起了网友

广泛关注。网友“蔬菜宝宝”
说：“作为旁观者看了整个事
件视频都气愤不已，只希望打
人者应得到相应的惩罚。”网
友“平淡而快乐”说：“要严
惩打人者！”

6日晚间，杭州市公安局
余杭区分局发布通报称，11
月3日晚，余杭警方接群众报
警称：余杭区仓的街道某小区
有人打架，接警后，公安机关
立即受理调查。

经查，11 月 3 日 19 时 20
分许，徐某 （女，34 岁） 带
着两个孩子 （儿子6岁，女儿
3岁） 在余杭区仓前街道某小
区散步时，遇到金某（男，31
岁） 和女友谢某某 （女，24
岁） 在小区内遛狗 （未拴狗
绳）。期间，因金某小狗追逐
徐某孩子，双方发生争执。金
某随即将徐某推至轿车引擎盖
上进行殴打。被群众劝开后，
金某又上前对徐某进行殴打，
并骑在徐某身上用拳头击打徐
某，导致徐某受伤。

目前，金某因涉嫌寻峰滋
事罪，已被余杭警方依法刑事
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中。

据新华社

辽宁一贼作案后跑了将近
一年，已经成了网上逃犯，谁
知他近日居然敢自己跑到派出
所借用厕所，结果被民警逮了
个正着。

“你们厕所在哪啊？我着
急，借用一下你们厕所呗！”
11月5日早8时许，辽宁丹东
宽甸满族自治县公安局长甸镇
公安派出所民警马占文正在所
里办公，迎面走来一个中年男
子，想要在派出所上个厕所。

马占文刚想给他指明方
向，抬眼的一瞬间却突然觉得
有点不对劲，这人瞅着咋这么
眼熟呢？“你姓什么？”马占文
问对方。“姓曾啊。”对方下意
识回答，随后抬起头来看了马
占文一眼。“全名呢？”马占文
问。“曾某某。”男子小心翼翼
地答道，此时他已经有点意识
到不对劲了。“我瞅着你咋这
么面熟，你是不是在我们公安
这有什么事啊？”马占文朝对
方走近了两步。“没有没有！
绝 对 没 有 ！ 我 什 么 事 都 没
有！”男子此时已经有点慌

了，只能急忙辩解。
马占文看着对方很有特点

的眼睛，他好像就是前两天自
己浏览逃犯网页时看到的“网
逃”：“这样吧，麻烦你配合一
下我们的工作，咱们一起去一
趟旁边的问询室，你要是没什
么 事 ， 也 绝 对 不 能 冤 枉 了
你。”马占文向旁边的民警使
了一个眼色，两人一前一后挡
住了那名男子，男子见状明白
自己这是“暴露”了，只好老
实地跟着民警去了问询室。

经查，果然这个曾某某就
是那个在2017年12月19日在
东港市新城区盗窃薛某家时，
被当场发现，随即逃跑，2018
年3月19日，被东港市新城区
派出所定为网上逃犯。

在将其控制后，民警问曾
某某，明明知道自己正在潜
逃，怎么还敢主动跑到派出所
来借厕所？曾某某表示，他陪
朋友到附近办事，找不到厕所
了，想着这块离他犯案的地方
远不能有事，这才做出了自投
罗网的事。 据《辽沈晚报》

遛狗不栓绳还挥拳伤人
涉事男子已被刑拘

成都市民熊女士的儿子今年9岁，
上学期开学后发现看黑板有点模糊、
眼睛容易疲劳，她带孩子去了一家近
视矫正机构治疗，按摩、中医理疗、
转动眼球练习等各种“恢复训练”进
行了半年，到医院一查，孩子已是近
300度的真性近视。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市场上各
类近视矫正机构众多，一些机构打着
“轻松摘镜”“恢复视力”等宣传口
号，收费动辄上万元，不仅成效甚
微，有的还对孩子视力造成损害。

记者在重庆南开中学附近
发现，不到 500 米的范围内就
有6家近视矫正机构。

放学时间，记者走进其中
一家机构，里面坐着附近学校
十多个正在做视力矫正训练的
学生。记者到柜台咨询，一位
店员在未了解孩子近视度数、
真假近视等信息的情况下便拿
出一款视力训练仪大力推销：

“这是我们的二代产品，采用
最新高科技，保证管用。”

市 场 上 ，“60 天 轻 松 摘
镜”“按摩一个疗程，让你视
力快速恢复”等机构和产品的
宣传让人眼花缭乱，各类治疗
方法更是五花八门，包括针

灸、烟熏、佩戴电疗仪等。
矫正视力的整个疗程通常

价格不菲。成都一家矫正中心
称，如果想让孩子摆脱近视，
至少需 2 至 3 个疗程，每个疗
程3个月，总花费近2万元。

此外，矫正产品价格混
乱。在重庆三峡广场附近的一
家视力恢复体验中心，店员拿
出一款视力恢复仪说：“这是
我们的二代产品，全国统一零
售价 3580 元。”而就在 300 米
外的另一家视力矫正中心，完
全相同的仪器换了包装后定价
变成了1480元。记者在淘宝搜
索发现，同款视力恢复仪的价
格在100多元到800元不等。

花了这么多钱效果如何？
多位眼科医生表示，不少家长
听信各种非正规机构治疗近视
的方法，耽误了矫正孩子近视
的最佳窗口期。

“我上午门诊刚看了两个
小朋友，小学三四年级，上课
看不清，做了所谓理疗、电磁
治疗、按摩治疗刺激穴位等，
结果现在一查都成真性近视
了。”福州东南眼科医院副院
长夏江胜说，其中一位患者治
疗了 3 个月，花了 1 万多元，
当时似乎效果很好，但新学期
开学半个月后，视力又开始模
糊了，一查已经近视 200 多度
了。

多位眼科医生介绍，近视
分为真性和假性近视，假性近
视可以通过自我调节、药物辅
助治疗等方式部分提升甚至恢
复到原来视力水平，而真性近
视则属于“不可逆”。夏江胜
表示，所谓“根治真性近视”

“降低真性近视度数”等说法
不符合医学常识。

记者发现，有的矫正机构
收取高额治疗费用，用按摩头
部、眼部穴位等手段缓解眼睛
疲劳，达到短暂改善视力的效
果。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
医生曾流芝说，这些手段只能
暂时缓解眼部疲劳，使孩子短
时间之内“看清”，对治疗近
视其实没有任何实际作用。

业内人士介绍，近视矫正

属于眼科诊疗范围，正规眼科
诊疗机构除了需要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登记的营业执照，还应
获得卫生部门颁发的《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和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颁发的《医疗器械经营
许可证》，相关从业人员也应
掌握相应的视光专业知识。

重庆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医
疗器械监管处副处长方平原
说，近视矫正机构使用和销售
的近视矫正仪器如果宣称有诊
疗效果，应按二类医疗器械标
准纳入管理。

在重庆沙坪坝小学附近的
一家视力康复中心，店内只有
一位穿白大褂的男性工作人
员。当记者问店内是否有专业
背景的医师时，工作人员先是

吞吞吐吐，最后表示自己“曾
在 郑 州 参 加 过 视 光 科 学 培
训”。当记者询问店内的热销
产品视力恢复仪是否有医疗器
械相关许可时，工作人员称还
需要向店长了解。记者调查发
现，不少视力矫正机构只是在
工商登记注册，缺少诊疗资质
和专业人员。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有
的机构视力检查暗藏猫腻。孩
子初来检查时，工作人员故意
把视力表缩小或加大检查距
离，让检查结果不那么“好
看”。等孩子治疗后再次检查
时，把视力表的距离拉近，或
者允许孩子眯着眼睛反复多次
辨认，制造出近视明显减轻的
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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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称“轻松摘镜”近视不降反升
起底虚假宣传的近视矫正机构

逃犯到派出所借用厕所
民警一眼认出将其抓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