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日是开学报到的日子，当
天下午爸爸妈妈陪着13岁的蕾蕾
来到了区五院眼科门诊，说是想
查一查视力。接诊的张国英医生
在抬头看蕾蕾的时候，一眼就发
现了异常，因为孩子的右眼明显
向外眼角偏离，外斜视非常严重。

在明确孩子没有眼部先天疾
病后，张医生给蕾蕾验了光，发现
她左眼近视 200度，右眼近视 375
度，眼睛外斜15°左右。

张医生告诉蕾蕾父母，其实
孩子应该早就近视了，左右眼度
数相差大，为了看清楚事物就出
现了代偿性头位，导致右眼出现
了斜视。据了解，蕾蕾从来没有
戴过眼镜，只能现在先试着戴眼

镜矫正，观察两三个月左右，但预
计效果可能不会很理想，最终还
是要考虑需要手术来矫正右眼外
斜的问题。

听到这里，蕾蕾的妈妈后悔
不已，她说，“我们夫妻俩平时工
作都挺忙，也没有太多时间管孩
子，平常我们不限制她玩数码产
品，也不限制她看电视，从来都没
有注意她的用眼习惯。春节做客
的时候，有亲戚说孩子眼睛看起
来好像近视了，我们才想着来医
院看看，没想到居然已经这么严
重了。”

“现在的家长对孩子太宠了，
这一大半孩子的近视眼都是宠出
来的。”据张国英回忆，就在 18日

早上，一对老夫妻带着小孙子来
看眼睛，四岁的小娃娃一验光居
然近视25度，按正常来说，他这个
年龄段应该是远视 150度左右。
张国英提醒老人，“以后不能再给
孩子玩手机、iPad，电视也要尽量
少看，要从小给孩子养成良好的
用眼习惯。”

凯凯在三年级体检中，医生
发现他的双眼均视力偏低，家长
盛女士带他去眼科医院一检查，
两眼均近视 100度。现在凯凯读
六年级了，让盛女士更担心的是，
孩子的近视度数每一年都增加近
100度。盛女士坦言，平时孩子空
余时间会玩些电子产品，没有得
到有效的控制。

记者随机走访了一些眼镜
店。星桥一家眼镜店的负责人告
诉记者，以往配眼镜的基本都是
成人或中高年级段的学生，近两
年来看，小学生来配眼镜的人数
逐渐多了起来，有些是因为近视，
有些是需要矫正。

记者从区五院了解到，现在
近视除了可以配戴眼镜，还有一
种叫“OK 镜”的也可以矫正视
力。OK镜，也叫角膜塑形镜，是
一种高透氧硬性隐形眼镜，夜间
睡觉时佩戴，可逐渐改变角膜的
弧度，暂时修正眼睛的焦点，白天
取掉眼睛后就能获得清晰的视
力。对于身体在不断发育的孩子
来说，长期佩戴OK镜可以一定程
度上延缓近视的发展速度。

眼睛出现近视后，成像距离
会缩短，OK镜就是通过压扁眼睛
来加长成像的距离，它需要根据
自身的眼睛情况来定制。值得注
意的是，不是所有孩子都适合佩

戴OK镜，张国英建议年龄在七八
岁以上、近视度数在500度以内的
孩子可以选择。定制的价格也和
度数有关，度数越高价格越贵，大
约在 8000元/副左右，而且一到两
年需要更换。在佩戴的时候，如
果操作不当有可能会引起相应的
眼部并发症。

远离电子产品，多吃富含维
生素A、维生素 C的食物，保持均
衡营养，另外多到外面走走，这些
都有利于孩子的眼睛发育。张国
英提醒，18岁以下初次配镜的孩
子必须由专业医生进行散瞳验
光，眼镜店宣传的三分钟电脑验
光并不适合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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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李清清 记者 陈轶
东） 44岁的牛女士怎么也没想到，她春节
返程连坐8小时汽车，竟然坐出了肺栓塞，
引发心跳呼吸骤停。所幸抢救及时，现已
脱离危险。

送院时，牛女士已经意识模糊、大汗
淋漓、全身湿冷，血压低到测不出来，医护
人员见状立刻实施抢救，可没多久，牛女
士突然心跳呼吸停止。医护人员随即给
予胸外心脏按压、静推肾上腺素等一系列
抢救措施，牛女士终于恢复呼吸心跳，血
压也逐渐回升。然而，仅隔 10分钟，牛女
士的心率从 120次/分突然降到 39次/分，
随后的一个半小时里，心率降低、血压测
不出等情况反复出现。

下午2点半，牛女士的病情终于好转，
随后转入 ICU。医生在给予床边B超检查
时，发现牛女士的肺动脉高压较高，推测

可能是肺栓塞引起，之后的CT检查也证
实了这个推断。

牛女士说，前一天她刚坐车从安徽老
家回余杭，路上堵车严重，原本4个小时的
车程竟拉长到 8个小时。一路上，除了在
服务站下车，牛女士都没怎么活动。结
果，牛女士一下车就感觉头晕不适。第二
天头晕加重，她以为是感冒，便服下备用
药还喝了大量红糖姜水，出了一身汗。没
过多久，在上厕所的路上，牛女士晕倒了。

余杭二院 ICU主任鲁海燕建议，坐长
途车时，一两个小时后要起身活动，以改
善下肢的血液循环。如果没有活动空间，
可以用手按摩下肢，帮助血液回流。建议
多喝水，以稀释血液黏稠度，预防血栓形
成，但不建议喝咖啡或碳酸饮料，因为这
些饮料有利尿作用，会促进水分从体内代
谢，进一步加重血液粘稠度。

险！久坐8小时引发肺栓塞
医生建议：长途车上尽可能多活动下肢

临安来的快递成慢递
山核桃还少了18斤
快递补偿消费者1800元

本报讯 （记者 杨荣 通讯员 高新
宇） 73岁的章大爷因为收一份快递很闹
心：临安寄到临平的快递用时 21天不说，
所寄货物的重量还少了 18斤。章大爷将
此事反映给了区消保委临平分会，经过调
解，章大爷挽回了经济损失，快递公司也受
到了教育。

章大爷说，前段时间他在临安买了 50
斤山核桃，打算送给亲戚朋友。他在当地
找了一家快递公司将山核桃全部快递回
来。谁曾想快递 1月从临安寄出，一直到
前半个月才到临平。收到货物包装破损，
且份量也不足。因此，章大爷拒绝签收，之
后多次与快递公司交涉，但一直没得到处
理解决。

章大爷自行联系快递公司无果后，也
曾向相关部门反映过，在相关部门的帮助
下与快递公司协商，快递公司只同意补偿
500元，因补偿金额与实际损失差距过大，
章大爷没有接受。几经周折，章大爷听朋
友说 12315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可以调
解此类消费纠纷，于是他找了过来希望帮
助协商处理。

工作人员了解章大爷的情况后，立即
联系快递行业协会，通过协会约该快递公
司负责人来分会当面处理。协商过程中，
快递公司认为，快递损坏只需承担快递费3
倍赔偿金，500元赔偿已经是底线了。对
此，章大爷表示不同意，他认为，快递公司
不但没能按照约定时间送达，还整整少了
18斤山核桃。

调解人员认为，双方合同关系存在，造
成损失责任明确，快递公司理应承担损失
赔偿。快递公司不能单凭 3倍快递费作为

“挡箭牌”“护身符”，逃避赔偿责任。调解
人员对相关法律法规认真讲解，耐心与双
方协商沟通，最终快递公司同意补偿章大
爷 1800元，章大爷对此处理结果表示满
意。

临平分会提醒广大消费者：快递贵重
物品需购买保险，先验货再签收，保留运单
凭证，以便发生纠纷后维权。

酒后乱打人
进派出所才知后悔

本报讯（见习记者 童江平）春节长
假期间，亲友聚会饭局多，难免饮酒助兴，
可酒后失态、失控、“发酒疯”，甚至妨碍公
务那就太不应该了。

王某，杭州人，今年45岁。大学毕业后
就自主创业，如今也算是成功人士，生意顺
利。2月 9日晚，王某和几个朋友在余杭临
平街道某饭店聚餐，期间喝了大量白酒，饭
后大家要去KTV唱歌，王某欣然前往。

在KTV包厢，大家都没注意到发生了
什么事，突然服务员小丽路过王某身边时，
王某抓住她就开始扇巴掌，还踢了几脚，一
边打还一边骂骂咧咧的。王某朋友看到后
马上将王某拉开，小丽立即打电话给同事
小敏。结果,小敏进到包厢，还没等开口说
话，就挨了王某的巴掌。

大家报了警，临平派出所民警迅速赶
到现场。当时，王某躺在沙发上，一个朋友
坐在他身边拉着他，小敏和小丽站在一边，
小丽正捂着脸颊哭。民警向两人了解情况
时，王某站起来爆粗口：“你们给我记住，我
xxx……听到没有！”王某的朋友赶紧又将其
按到沙发上。“我就是喜欢狠！性格倔强。”
王某不甘心，依旧骂骂咧咧的。

当一名辅警拿着登记本走向王某准备
登记身份信息时，王某突然挣开朋友的束
缚，扇了那名辅警一个巴掌。民警责令王
某配合调查，但他像疯了一般拼命攻击现
场民警，现场处警的4人均受到不同程度的
伤害。

随后，民警将醉醺醺的王某带回派出
所。酒醒后的王某懊悔不已，可醉酒不是
妨碍公务的理由，酒后也不能为所欲为。

目前，王某因涉嫌妨碍公务罪已被余
杭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
步侦办中。

45.1%

健康用眼小贴士健康用眼小贴士

OK镜其实就是角膜塑形镜

小学生视力不良率达45.1%
眼科医生说一大半是“被宠出来的”

每年寒暑假结束时，医院的眼科总是特别忙，大多是父母带着孩子来配镜、换镜，很多孩子的近视度数在假期中长
得比个子还快，一个假期下来，有的孩子近视度数能飙涨100度。

记者从区疾控中心了解到，用眼过度、用眼不卫生等是导致学生眼睛近视的主因，目前小学生近视的比例大大增
加。2017-2018学年余杭区学生健康检查覆盖全区165所学校（含小初高）共163653名在校学生，从检查结果来看，
小学生视力不良率占到了45.1%。

记者 杨荣 陈轶东 通讯员 骆华 王海燕

近视度数增得快 养成好习惯是关键

能延缓近视的OK镜不是所有孩子都适合

学习压力大、长时间使用眼睛、使用大量电子产品、不注意用眼卫生等，都是造成眼睛近视的原因。

临平一小的黄老师告诉记者，现在小学阶段近视的学生不在少数，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最为集中。黄老师

说，他所带的四年级班里就有7个学生佩戴眼镜，多的班级达10多个。“为了缓解学生眼睛疲劳，学校上下午都

要求做眼保健操。”黄老师说。

■缩短用眼时间 每次用眼45-50分钟（通常为一节课的

时间）应让眼睛休息10分钟左右，课间一定要活动活动、眺

望远方或按摩眼睛。

■注意用眼姿势 正确的用眼姿势身体应保持静止状态，

坐姿端正，书本放在距眼睛一尺左右的地方。写字时，灯光

最好位于左斜上方，避免被身体或写字的右手挡住。看电

视时，眼睛与电视的距离最好大于电视屏幕对角线的5-6

倍长。

■注意光线亮度 根据《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和有关国家

标准规定，教室内照度应≥300lx，黑板表面照度应≥500lx，

太暗或太亮都会对眼睛造成损害。

■学会放松眼睛 用眼时，应学会适当进行按摩或远眺，

保证充足的睡眠也是很好的眼睛放松方式。

关于前村街（星海路-崇超路）封闭施工的通告
因崇贤新城前村街（星海路-崇超路）段道路工

程建设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 39条规定，自 2019年 3月 1日起，将对前村街
（星海路-崇超路）路段实行半封闭施工，现将有关事
项通告如下：

1、封闭施工范围：前村街（星海路-崇超路）路
段。

2、施工时间：2019年 3月 1日起至 2019年 10月
30日止（因天气、自然灾害等原因工期顺延）。

3、绕行线路：施工期间前村街（星海路-崇超路）
段将半幅封闭半幅通车（仅供小区内部车辆进出），

到时该段易拥堵，建议施工期间车辆可由府新街、众
望街、崇杭街绕行。

施工期间，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根据工程
进度对交通管制措施和通行线路及时给予相应的调
整。请过往机动车驾驶人依据施工区相关交通标
志、标线指示通行，并服从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封
闭施工期间给您的出行造成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余杭区公安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塘栖中队

杭州余杭新农村建设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2日

职场信息职场信息

关于举办余杭区民营企业第十七次“就业再就业”招聘会通告
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营造良好的创业就业氛围，

鼓励和支持我区个体、民营企业创业创新发展。经研究，决
定举办余杭区民营企业第十七次“就业再就业”招聘会。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举办时间和地点
时间：2019年3月10日（周日）9:00-13:00
地点：区人力资源市场三楼大厅（临平超峰西路1号）
二、报名方式
本次活动拟设展位80个,需设台招聘的单位请于2019

年3月5日前通过杭州公共招聘完成报名（报满即止），注册
及报名网址为http://hzjob.zjhz.hrss.gov.cn/hzjob/。

联系人：刘卫国、许强，联系电话：89187387、57893972。
三、其他事项
本次招聘会不收取展位费，大会将为每个招聘单位统

一制作招工简章，提供一桌二椅，二名工作人员的午餐和饮
水。

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杭州市余杭区妇女联合会
杭州市余杭区个体劳动者协会

杭州市余杭区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会

本报徐 （见习记者 童江平 通讯
员 孟文艳 胡聪）驾照一个年度周期内
记分为12分，如有多次违章，12分就不够
扣了，因此很多人想着让别人代扣或找

“黄牛”买分，殊不知，这都属于违法行
为。近日，余杭公安交警就查获了一起
涉嫌买卖驾驶证分数的违法行为。

2月 19日下午 15时 40分许，余杭交
警开发区中队违法处理窗口，一男子来
帮他人处理违法记录，民警在核对信息
时，发现男子神情紧张，说不出违法时
间，也不知晓车主信息。民警初步判定，
该男子有“买分卖分”嫌疑，在进一步询
问下，男子承认自己“卖分”给别人。

据了解，今年30岁的蔡某是杭州人，
通过朋友介绍加了“黄牛”朱某的微信，
蔡某驾驶证的记分周期截止到 3月 31
日，为了不“浪费”这12分，他打算把分数

卖掉以谋取利益。19日下午，他和朱某
约好在开发区中队门口见面，帮一辆浙A
号牌的轿车代扣 9分，谈好酬金是 900
元。没想到，钱没到手，还被窗口民警识
破了。

据调查，朱某，安徽人，37岁，从事买
卖驾驶分违法行为已有一段时间，通过

“低买高卖”从中获利。被抓获当天，民
警从他的手机看到大量买分卖分的微信
群，大部分都是涉及买卖驾驶证分数的
聊天记录。面对民警的审讯，朱某对自
己的违法行为后悔不已。

日前，卖分人蔡某因提供虚假证言，
影响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办案，被给予行
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 200元；“黄牛”朱
某因提供虚假证言，影响行政执法机关
依法办案，被行政拘留六日，并处罚款
300元。

悔！卖分不成反被行拘
交警提醒：驾驶证买分卖分都属违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