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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
截至26日24时，该市累计报告本土确
诊病例达106例(其中66例为轻型，38
例为普通型，2例为重型)，本土无症状
感染者6例，且确认引发疫情的是毒性
大、传染性强的德尔塔变异毒株。

重症病例目前情况如何？德尔塔
毒株有何特点？市民如何防护？当天，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江苏工作
组医疗救治组专家、东南大学副校长、
重症医学专家邱海波对此作出解读。

“100多例确诊病例里出现2例重
型病人。目前来看，重型病例的比例是
比较低的，主要与患者基础疾病有关。”
邱海波介绍，从总体来讲，多数重型病
人有一些呼吸系统、糖尿病、高血压或
者肥胖等基础性疾病。目前相关病例
发病时间还不到两周，仍需继续关注。

对于重症病例，需要采取救治措
施？在邱海波看来，目前已形成的诊疗
方案对绝大多数病人行之有效。治疗
需个体化，一人一策。邱海波还强调中

西医结合，以此阻断病情从轻型向普通
型，普通型向重型发展。

此外，重型病例的治疗上，专家们
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比如在恢复期血
浆以及综合抗体方面的治疗措施。邱
海波介绍，对普通型、重型患者，俯卧
位通气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措施。从目
前看来，南京2例重症病例病情是相对
稳定的。

从去年到现在，新冠病毒已经变异
出很多毒株。目前，德尔塔已成为全球
疫情流行的最主要的毒株。邱海波认
为，德尔塔毒株具有传播能力强、传播
速度快、发病症状不典型等特点。

“南京这次德尔塔毒株感染以后，
早期症状可能就仅仅表现为乏力，或者
嗅觉障碍，或者轻度的肌肉酸痛。所以
就是说它的症状非常不典型。”对此，邱
海波特别提醒，做好个人防护很重要。
正是因为症状极不典型，市民在佩戴口
罩、勤洗手、少聚集的同时，也要及时关
注自身健康状况。

专家解读德尔塔毒株：

传染性强 症状极不典型

近期，传统中成药片仔癀价格一路
上涨，甚至出现“一粒难求”“一粒千金”
的情况。对此，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今日发布提示指出，片仔癀是药品，不
是保健品，广大消费者要理性对待、合
理使用药品，不盲目跟风囤积。

据悉，片仔癀是国家一级中药保护
品种。“癀”是漳州方言里热毒肿痛等炎
症的统称，片仔癀的意思是“只需一片
就能消退热毒肿痛”。片仔癀含有牛
黄、麝香、三七、蛇胆等成分，具有清热
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的功效，用于
热毒血淤所致急慢性病毒性肝炎，痈疽
疔疮，无名肿毒，跌打损伤及各种炎症。

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目前
市售片仔癀包装属处方药，有明确的用
法用量、使用禁忌和注意事项，必须凭
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处方才可调
配、购买和使用。不宜过量使用、随意
服用。孕妇禁用，运动员慎用。使用片
仔癀前要弄清它的主治功效、注意事
项，使用时在医生的辨证指导下合理安
全使用，切不可盲目跟风。一旦身体出
现不适症状，应该及时就医。

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出，销售
片仔癀必须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药
品管理法》规定，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
证的单位或个人从事药品经营属违法
行为，处没收违法销售的药品和违法
所得，并处违法销售的药品（包括已售
出和未售出的药品）货值金额十五倍
以上三十倍以下的罚款；货值金额不
足十万元的，按十万元计算。数额重
大涉嫌犯罪的，将移送公安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

另外，片仔癀作为药品，是有一定
有效期的。片仔癀（锭剂）的说明书明
确规定其有效期为60个月。从消费者
用药安全性和有效性出发，不应盲目购
买囤积，更不宜服用超过有效期的片仔
癀。《药品管理法》规定，超过有效期的
药品为劣药。违法销售劣药的，没收违
法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销
售的药品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
下的罚款；违法批发的药品货值金额不
足十万元的，按十万元计算，违法零售
的药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
元计算。

漳州市场监管局：

片仔癀有一定有效期
不应盲目购买囤积

很多家长对孩子的视觉发育缺乏了
解。眼科专家指出，其实儿童的视力不
能一律以1.0（5.0）为正常视力。因为视
觉发育与身体发育相伴，不同年龄段的
视力正常值各不同，10岁前儿童保持适
量的远视屈光度对预防近视很有益处。

4岁宝宝远视200度
是否有问题？

不久前，一位妈妈忧心忡忡地带着
宝宝出现在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眼科门诊，向该科教授黄仲委求助。
据她介绍，她家宝宝虽然才4岁，但双眼
的视力只有0.4，是不是有问题？

黄仲委仔细帮孩子做检查，发现她
眼位、屈光间质、眼底均正常，又为她预
约了扩瞳医学验光。三天后，检查结果
出来，孩子的眼轴、角膜曲率等都没有超
过年龄段的正常范围。矫正视力0.8，有
约200度的远视。

“这个年龄段，她的视力属于正常
的，更可喜的是，她的眼睛有一定的屈光
储备。”黄仲委让家长放宽心。

提前消耗完屈光储备
孩子近视将不可避免

到底什么是屈光储备？黄仲委解释
说屈光储备主要是指约十岁前儿童的远
视屈光度，视不同年龄而具有的度数不
同。屈光不正的度数与眼轴关系密切，
短则为远视，长则为近视。成人正常眼
的眼轴长为24毫米。初生婴儿眼轴很
短，都是远视眼，只有16毫米；4岁儿童
的正常眼轴小于20毫米，应具有200度

左右的远视。而随着生长发育，孩子的
眼轴相应拉长，8岁应仍具有50度左右
的远视储备。若眼球过度发育、眼轴过
长，就会变成近视眼。

“其实，10岁前儿童保持适量的远
视屈光度对预防近视很有益处。”黄仲委
提醒，如果眼轴发育超前，提前消耗完屈
光储备，近视将不可避免。

“亡羊补牢”
不如防患于未然

黄仲委介绍，大部分家长是等到孩
子上课看不清黑板才带到眼科做检查。

“这虽可‘亡羊补牢’，但终究不如防
患于未然。”他指出，很多家长对孩子的
视觉发育缺乏了解。其实，儿童的视力
不能一律以1.0（5.0）为正常视力。因为
视觉发育与身体发育相伴，不同年龄段
的视力正常值各不同。婴儿期的宝宝视
力极差，仅有眼前指数；而4岁的儿童视
力在0.6~0.8是正常的。

“一个孩子检查出视力不好，家长固
然担心，但检查出视力很好的，也不意味
着今后不会发展成近视。”黄仲委解释
说，例如：同样是6岁的孩子，视力同为
0.8，但一个屈光度是150远视，另一个屈
光度是“0”，那么对屈光度是“0”的孩子
就要高度警惕可能发展为近视。“如果能
及早发现这种情况，并采取措施，就能预
防近视眼的发生。”他补充道。

保护视力防控近视
要“盯紧”孩子屈光度

如何防控近视、保护孩子的视力？

黄仲委支招：要“盯紧”屈光度。屈光度
的变化除了与眼球长度有关，与角膜曲
率、角膜厚度等也相关，这些问题可通过
医学验光来解答。通过医学验光，能较
全面了解儿童的角膜曲率、角膜厚度、眼
球轴长（A超）、屈光度、眼压以及屈光间
质等，将这些因素结合起来综合分析，可
以了解儿童的屈光储备等。

另外，儿童的眼调节力很强，要不
要戴眼镜要具体分析。他指出，凡是
低于+1.50度的远视，通过调节多能将

远处物像的焦点调到眼底上，眼科医
生判断其视力表现符合年龄段、眼位
正常的孩子，则可定期观察，不一定要
配眼镜。

“医学验光不仅是为配眼镜。”他提
醒，医学验光对暂未需戴镜的孩子，能起
到提前发现近视苗头的作用。而如果检
查结果发现孩子没有屈光储备、已经是
近视甚至属遗传性高度近视，则可尽早
干预，对保护眼睛、防止近视度数进一步
加深也是有好处的。

肝脏作为人体重要的组成部
分，与人体的消化功能密切相关，
承担着多种任务。7月28日是世
界肝炎日，人民网采访北京佑安医
院肝病中心一科主任医师郑素军，
为广大网友讲解肝脏的相关知识。

郑素军介绍说，肝脏是人体最
大腺体，也是人体最重要、最勤劳
的器官之一，具有合成、代谢、解
毒、分泌和免疫防御等功能，一旦
患病，后果严重。

郑素军举例说，人体的白蛋
白、多数凝血因子等关键物质均在
肝脏合成，当罹患肝炎、肝硬化、甚
至肝衰竭时，由于白蛋白合成减少
而容易出现下肢浮肿和腹水，凝血
因子合成减少则可能导致凝血功
能障碍，表现为皮肤瘀点、瘀斑等
症状；肝脏对胆红素代谢出现功能
障碍时，会出现皮肤巩膜黄染等症
状；肝脏有解毒功能，口服的很多
药物多在肝脏代谢；肝脏还有分泌
胆汁作用、乳化脂肪，促进脂溶性
维生素吸收作用，当胆道因结石、
肿瘤、炎症等原因梗阻或狭窄时，
容易出现黄疸、皮肤瘙痒、大便灰
白等胆汁淤积的症状。

郑素军表示，肝损伤可分为急
性肝炎、慢性肝炎、肝炎肝硬化、肝
癌等疾病类型，建议患者及时到医
院诊治。

“日常所说的肝炎病毒主要包
括甲、乙、丙、丁、戊等5种类型，均
可引起急性肝炎，根据是否出现皮
肤、巩膜黄染，又分为急性黄疸性
肝炎和非黄疸性肝炎。”郑素军表
示，急性甲型肝炎或戊型肝炎好转
后，一般不会转化为慢性；急性乙
型肝炎 60%-90%以上可完全康
复，10%-40%转为慢性或病毒携
带；急性丙型肝炎50%-80%转化
为慢性。

“慢性病毒性肝炎的主要病因
为乙型肝炎病毒及丙型肝炎病毒
感染。部分患者会从肝炎发展为
肝硬化甚至肝癌，严重影响患者健
康和生活质量。”郑素军说。

郑素军分析说，甲型肝炎病
毒、戊型肝炎病毒主要通过粪-口
传播，乙型、丙型、丁型肝炎病毒主
要经母婴、血液（包括皮肤和黏膜
微小创伤）和性接触传播。预防甲
型肝炎、戊型肝炎传播，日常生活
中应注意搞好环境卫生，饭前、便

后洗手，防治病从口入。适宜人群
应及时注射甲型肝炎或戊型肝炎
疫苗。

郑素军表示，预防乙型肝炎或
丙型肝炎，应通过乙型肝炎疫苗接
种（丙型肝炎目前尚无疫苗）、切断
传播途径等方法来实施。乙肝疫
苗的接种对象主要是新生儿，其次
为婴幼儿，以及15岁以下未免疫人
群和高危人群。“同时，乙型肝炎或
丙型肝炎患者积极接受抗病毒治
疗，也会减少病毒传播的风险。”郑
素军说。

那么日常生活中，哪些行为会
伤害到我们的肝脏？郑素军表示，
过度饮酒、肝毒性药物的应用、高糖
高脂等高热量食物的大量摄入等，
都会损伤我们的肝脏，引发酒精性
肝炎、药物性肝损伤，以及非酒精性
脂肪肝或脂肪性肝炎等疾病。

“我们应提高健康意识，规律
生活，尤其是经常熬夜、缺乏锻炼、
饮食不健康的人群，要将营养膳
食、合理运动、控烟戒酒、降低压力
等作为生活方式管理的重点，及时
纠正不健康的生活习惯。”郑素军
建议。

世界肝炎日：远离“肝”扰 日常养肝护肝这样做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下午举行国
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优化医
保领域便民服务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有关情况。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
李滔在会上介绍，据统计，2020年底，我
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到13.6亿人，参
保率稳定在95%以上。2020年全国的
医保基金收入达到2.48万亿元，支出2.1
万亿元，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政策范围
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分别稳定在80%和
70%左右。

切实提高医保服务水平

李滔表示，《意见》明确了优化医保
领域服务便民的总体目标。重点是加快
推动医保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
切实提高医保服务水平：一是聚焦优化
医保政务服务，在便民服务上出实招。
包括解决群众医保报销申请繁、手续杂
的问题；推进医保经办服务事项清单管
理；深化医保服务“最多跑一次”改革，解
决群众办理频次多、跑路多的问题。

二是聚焦医保、医疗、医药“三医”联
动，深化部门间信息共享。加快推进全
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建设，建立健全
与卫生、药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各部

门的数据交换机制，实现医保系统与医
院、药店的全面对接，推动医保经办服务
网上办理，逐步实现住院、门诊费用线上
线下一体化的异地就医结算服务。

三是聚焦守护好人民群众的“保命
钱”，严厉打击医保领域欺诈骗保行
为。建立和完善医保智能监控系统，提
升打击欺诈骗保能力，切实维护医保基
金安全。

国家医疗保障局医药管理司司长黄
华波表示，医保电子凭证是打通医保领
域全流程便民服务的一把金钥匙。他介
绍，截至目前，医保电子凭证全渠道激活
的用户超过7.2亿，31个省份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均已经支持使用医保电子凭
证，接入的定点医疗机构超过21万家，
定点零售药店超33万家，累计结算3.2
亿笔，在优化医保便民服务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

另外，国家医疗保障局基金监管司
负责人段政明介绍，截至2020年，共检
查定点医疗机构171万家次，发现问题
的有70多万家次。其中，行政处罚1.4
万家次，取消定点协议1.4万家次，移送
司法处理 770 家，累计追回医保基金
348.7亿元。

鼓励设立“一站式”联办窗口

李滔指出，近年来，国家医保局持续
推进“放管服”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是，在医保服务经办管理的统一性、规
范性和便利性上，和群众的期待还有一
定的差距。群众反映还存在办理医保服
务事项频次高，报销手续杂，报销材料比
较多等一些问题。

在精简办事材料、缩短办理时限、
规范流程方面，《意见》中有哪些针对性
举措？

国家医保局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
负责人蒋成嘉介绍，去年5月，国家医保
局印发《全国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
项清单》，明确要求涉及群众的经办服务
事项，办理材料均不超过4种，并逐一列
明、取消了“其他材料”、“有关材料”等模
糊表述，9个服务事项可以一证办理，4
个服务事项实行承诺制。《意见》进一步
对清单制度作出了明确部署，要求全力
推行医保经办服务事项清单管理，在
2021年底前，全面实现清单制度在各级
医保部门落地实施，基本实现医保经办
服务在全国范围内无差别办理。

在多部门协调方面，李滔表示，《意

见》进一步优化了相关服务举措。第一，
在医保部门内部推行“一窗式”办理，把
医保内部相关的险种和业务，包括基本
医疗、大病、救助、生育保险等相关业务，
在医保经办窗口推行一窗受理。

第二，涉及到相关的各个部门推行
“一站式”服务。鼓励当地基层政务服务
综合大厅一并设立“一站式”联办窗口，
实现参保、登记、缴费相关服务“一站式”
联办，让企业和群众尽量在一个办事地
点、一次性办完。

第三，《意见》中提出费用“一单式”
结算，鼓励医保经办机构将基本医保、大
病、救助和商业健康险在一张报销单上
一次性结算，最大限度地方便老百姓。

同时，在“一窗”“一站”和“一单式”，
推行“一次办”以外，还将医保经办服务
不断下沉，让老百姓能够在身边办，把一
些相关医保服务下沉到街道和乡镇，甚
至下沉到社区和村里。

“另外，一些服务能在医疗机构办
理，让老百姓就医的同时就能办。比如
一些门诊慢特病种的认定和新生儿出生
以后的参保，尽量让老百姓少跑路，让老
百姓的体验更加便捷，不断提升他们的
满意度。”李滔说。

到2020年底我国基本医保
参保人数达13.6亿人

10岁前“屈光储备”对预防近视很有益
如今，在一些网购平台上，带货主

播们宣称，化妆、佩戴隐形眼镜、空气污
染均会使“脏东西”进入眼中，而洗眼液
则可以去除眼内“垃圾”，让双眸更明
亮。不过，事实真是如此吗？

陆军军医大学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大坪医院）眼科副主任刘莛在接受科
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眼睛是有“洁
癖”的器官，具有自我清洁的能力。人
们平时的眨眼（又称瞬目反应），是一种
保护性的神经反射动作，可以使泪水均
匀分布在角膜和结膜上以保持眼部湿
润，正常人2至6秒就要眨眼一次。自
身代谢产生的坏死细胞、组织或者外界
的灰尘、漂浮物等，都会通过泪水被冲
刷出眼部。

因此，只要泪液正常分泌，就可以
满足日常生活中眼部清洁的需要。至
于商家宣称洗眼液能冲洗出眼内“垃
圾”，刘莛表示，其实洗眼液最多只能冲
洗尚未干结的“眼屎”（睑板腺分泌物），
这些分泌物即使不冲洗也终会被排出
眼外。

那么，什么时候需要洗眼？刘莛表
示，在结膜、角膜受伤时或在接受眼科
手术前，可以通过冲洗眼部除去结膜囊
内的异物或分泌物，以保证手术效果。

整个洗眼过程需要专业人士使用
专门的洗眼器进行操作。“有些明星在
直播时洗眼，将洗眼杯扣在眼部，转动

眼球，洗眼20秒左右。这种‘死水’洗眼
法很有可能把眼睑皮肤及睑缘存在的
细菌带至眼表，增加感染风险。”刘莛介
绍说，医学上的洗眼，是用“活水”冲洗
眼表：先把眼睑翻开，将医用洗眼液冲
入结膜囊，把穹窿部等容易藏“脏东西”
的地方洗干净，再在外眼放置眼杯，使
液体冲洗眼表后自动流入眼杯内，确保
不会污染眼睛。

据了解，市售洗眼液的主要成分包
括：马来酸氨苯那敏、软骨素硫酸钠、甘
草酸二钾、维生素B6、牛磺酸、维生素
B12等，看似成分多样、营养丰富，但却
暗藏危机。

洗眼液为了延长保质期会添加防腐
剂，频繁接触防腐剂会破坏角膜的健康，
严重的可致失明。此外，一瓶洗眼液里
的马来酸氨苯那敏（俗称扑尔敏）含量虽
不高，但频繁使用就会造成药物依赖。
不恰当地使用洗眼液、眼药水等都易破
坏眼表自身的菌群环境，导致菌群失调，
从而增加眼表疾病的患病风险。

专家提醒，如出现眼部干涩、疲劳，
可以让眼睛充分休息、放松眼部肌肉，
也可以使用一些正规的缓解眼部干涩
的人工泪液。如果卸妆时，化妆品不慎
掉入眼内，推荐使用生理盐水或者不含
防腐剂的人工泪液进行冲洗。总之，出
现任何眼部不适都应去正规医院进行
治疗，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用药。

靠洗眼液明亮双眸？
小心洗出眼部感染

本版据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