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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近视千万别随便去矫正！

有人花

视力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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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疗方法五花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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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冠以视力恢复
中心、视力养护中心、视力提升中心
等名号。
下午放学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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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的包
装显示，该产品由“权威科研人员潜
心研制出航空眼锻炼技术”“可有效
恢复青少年视力”。
市场上，“60 天轻松摘镜”“按摩
一个疗程， 让你视力快速恢复”“专
属高效仪器训练， 近视恢复不再困
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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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疗、佩戴电疗仪
等。
多位眼科医生介绍， 近视分为
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 假性近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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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一旦被确诊为真性近视，
则属于“不可逆”。 真性近视的度数
是不会减少的， 但可以通过佩戴框
架眼镜、 辅助药物治疗等方法预防
进一步加剧。

高价矫正视力不降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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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疗程的按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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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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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查近视 200 多度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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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数机构缺乏诊疗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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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只是卖按
摩产品，又不是医院，不需要眼科医
生。 ”成都一家近视治疗机构的工作
人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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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针对一些矫正机构从业
人员素质良莠不齐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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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220 个窃取用户信息的恶意程序变种被曝光

记者 11 月 7 日从国家互联网应
急中心天津分中心获悉， 通过自主监

测和样本交换形式，国家互联网应急中
心近日共发现 220 个窃取用户个人信
息的恶意程序变种， 感染用户 1440
个。 该类病毒通过短信进行传播，会私
自窃取用户短信和通讯录，对用户信息
安全造成严重安全威胁。
这 220 个恶意程序变种包括 QQ
刷赞大师、看片神器、短信轰炸机、盗号
神器、每日五百赞、全能工具箱、兮颜
AID 教学手册等。 这些恶意程序目前
已攻击影响了天津、广西、广东、江苏、
辽宁、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用户的手

机。
为避免个人信息被恶意程序窃取，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天津分中心安全
专家范宇倩提醒说，对于无缘无故出现
的链接或文件，尤其是陌生用户通过短
信、 微信等工具发送的链接或文件，不
要点击或接收；手机上的重要信息如通
讯录，需要定期备份，并且要限制各类
APP 的访问权限。 同时，在使用手机观
看视频或浏览信息时，不要点击如一夜
暴富、轻松赚钱、色情、赌博等广告链
周润健
接。

德情报主管
妄议国策 虽显必究
德国情报部门主管汉斯—格奥尔格·
马森数月前受到立场亲极右翼的指认，
执政联盟内部围绕如何处置他争吵不
休，好不容易商定让他尽快离任，打算给
他安排一个维持原有薪酬水平的公务员
职位。 然而，马森与欧洲多国情报主管开
会时再度“大嘴”，批评德国执政联盟“天
真、左翼”。 他 11 月 5 日被解除情报主管
职务，不再另有任用，只得提前退休。
德国内政部长霍斯特·泽霍费尔 5
日宣布， 解除马森所任国内情报局局长
职务。
泽霍费尔告诉媒体记者， 马森的最
新言论致使他无法再维持与政府高层的
“互信关系”，“我已经请示总统， 让国内
情报局局长提前退休”。
据新华社

国际

94 岁前纳粹警卫
为虎作伥 虽老必审
德国西部城市明斯特尔地区法庭日
前开始审理一名现年 94 岁的前纳粹集
中营警卫所涉
“
充当谋杀帮凶”案件。 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70 多年， 德国加紧
追究仍在世的前纳粹分子法律责任，哪
怕他们已是风烛残年， 无法服刑。 检方
说，德国对受害者和家属负有“道义”责
任。
据检方诉状， 被告家住德国西部博
尔肯地区，1942 年 6 月至 1944 年 9 月
在当时遭纳粹德国吞并的但泽自由市、
现波兰城市格但斯克附近德国“施图特
霍夫集中营”充任纳粹党卫军警卫，为纳
粹处决多达上百名集中营所囚人员充当
帮凶。
被告当时年龄为 18 岁至 20 岁，不
足刑事犯罪法定成年标准 21 岁， 这起
诉讼因而由少年法庭受理。
检方没有公开被告姓名。德国《世界
报》报道称呼他“约翰·R”，过去是园林
景观建筑师， 曾就职于北莱茵—威斯特
伐利亚州政府机关。
这是德国司法机关寻求将所有在世
前纳粹分子绳之以法的最新案例。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