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拉萨7月25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
员 李奇 赵向荣）微笑因爱而完整。 这是一份
跨越4000多公里的爱。 我省医务工作者将帮
助7岁藏族小男孩普布，摘掉平日用来遮掩先
天性唇腭裂生理缺陷的口罩。 他将像正常孩
子一样上学，用微笑表达自己的自信。

这是截至今天，我省“微笑天使西藏行”活
动在雪域高原西藏的山南、昌都、拉萨、日喀则4
个地区通过寻访筛查， 已经确认具有手术指征
的70个唇腭裂孩子中的一个。据悉，该活动今年
计划接100名西藏儿童到省儿童医院，免费进行
唇腭裂修补手术，让这群特殊的孩子重拾微笑。

唇腭裂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兔唇 ”，是口
腔颌面部最常见的先天性畸形，平均每700个

婴儿中就有1个患唇腭裂。 它不仅严重影响面
部美观，还影响患者正常进食、发音以及心理
健康、就学就业。 由于高原自然环境恶劣，医
疗条件不好，妇女缺乏优生优育知识，唇腭裂
是西藏常见的先天性疾病。 由“微笑列车”基
金会、 湖南省卫生厅与西藏自治区卫生厅联
合开展的 “微笑天使西藏行———百名唇腭裂
儿童手术康复计划” 大型公益活动， 将资助
100名西藏贫困家庭患有唇腭裂、 年龄在0至

18周岁病人的全部医疗费用。
据该活动救治专家组专家、 省儿童医院

头颈外-耳鼻喉科主任赵斯君教授介绍，唇腭
裂最佳手术年龄是1岁以内。 此次共筛查了95
名唇腭裂孩子，最大的18岁，最小的3个月，符
合手术指征的有70个。 赵斯君说，手术后，孩
子们的面容、发音、吞咽进食等方面都将有极
大的改观，这些变化将改变他们的人生。

“手术治疗费用解决了， 但路费还没有着

落。我们平日靠种青稞维持生计，一年收入大概
7000元左右。 ” 普布的父亲扎西巴决在高兴之
余，也为往返交通费用和食宿费用犯了难。省儿
童医院发出爱心呼吁，向社会爱心人士募集100
名西藏儿童和陪同家属往返交通费用和食宿费
用（每户家庭约4500元），帮助解决他们在长沙
住院期间的生活难题，同时也接受“一对一”的
爱心家庭捐助。 爱心热线是0731-85600908。

本版责编 李军 版式编辑 周鑫 责任校对 程小林 要闻3２０12年7月26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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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双眼
才是真正的“眼保健操”

保护视力，重在减负。 从根本而言，
学生视力的减退，应试教育是罪魁祸首

张纪鋆

“保护视力，预防近视 ，眼保健操现在开
始。 ”这段眼保健操开始前的话，几乎伴随了
所有中国当代学生的成长。 “眼保健操不仅无
法改善视力，还易导致红眼病！ ”近日，网上一
则“眼保健操无用论”的微博，却将中国人做
了49年的眼保健操推上了风口浪尖。

是这则微博在“微”言耸听？ 眼科专家纷
纷站出来为眼保健操正名，否认“眼保健操无
用论”，认为通过对眼部穴位的按摩 ，可以改
善眼部周围血液循环，起到缓解疲劳的作用。
但新浪微博发起的 “你觉得做眼保健操有用
么？ ”调查，在8799张投票中，仅有两成网友认
为有用。

看起来针锋相对的两个观点， 其实并不
对立———眼科专家强调眼保健操的定位是
“保健操”，而非“治疗操”，做了眼保健操并不
意味着就会不近视；众多网友注重的是现实，
到目前为止， 中国青少年近视率上升到世界
第二，已达3.6亿人，而且近视人数还在以每年
5%的速度递增。

也就是说， 眼保健操自20世纪60年代推
行以来，最初目的是改善和预防学生近视，但
现今我国的近视率居高不下， 两者之间不存
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不能简单地由此及彼进
行推论。 将我国青少年近视率增加归咎于眼
保健操， 显然是给眼保健操扣了一顶 “大帽
子”。

青少年近视率上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除了遗传因素外， 许多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
重导致用眼过度， 部分青少年长期沉溺于电
脑、手机、电视，再加上平时不健康的学习和
生活习惯， 或者做眼保健操时由于姿势和按
压的穴位不正确所产生的副作用等等， 这些
恐怕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长期以来， 广大中小学生面临着高强度
的升学和考试压力， 身处教育功利主义的土
壤下，学生们顶着家长、老师、学校和社会四
重压力，只能皓首穷经、埋头书本 ，置眼睛于
不顾。 头脑与身体处在如此高负荷的运转之
下，即便眼保健操功力再大，也难以保证视力
不下降。 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数据也表明，
我国小学生近视眼发病率为22.78％， 初中生
为55.22％，高中生为70.34％，近视发病率的提
高直接对应着学业负担的加重。

一言以蔽之，“眼保健操无用论” 只不过
是夺人眼球的噱头而已。 保护视力， 重在减
负。 从根本而言，学生视力的减退，应试教育
是罪魁祸首。 解放学生的双眼，这才是真正的
“眼保健操”。

电子邮箱： hnrbxwplb@163.com

让“兔唇”孩子重拾微笑
我省医务工作者救助西藏100名唇腭裂患儿

———省人大常委会湘江流域
综合整治情况专题询问侧记“问”诊湘江

图为省直相关厅、 局负责人现场接受询问。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本报记者 苏莉 通讯员 罗当

7月25日下午，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30
次会议就湘江流域综合整治情况开展专题询
问。 15位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提问，省发改
委、省环保厅等13个单位负责人回答询问。

最关注：4000万人同饮一江
水，水安全如何保障

湘江是湖南人的母亲河。从永州到长沙，
湘江流域4000万人口同饮一江水，“水安全”
成了委员们最关注的问题。

第一个提问的邹学明委员，他关注的是湘
江下游的饮水安全：“今年10月， 长沙航电枢纽
就要建成蓄水了，湘江长株潭段将成为库区。请
问省环保厅，湘江长株潭段还存在哪些水环境
安全问题？长株潭衡4市还有多少排污口直排湘
江？ 将采取什么措施来确保饮用水安全？ ”

省环保厅厅长蒋益民坦陈， 现在有许多
工作的进度与要求有差距。 如要求岳麓污水
处理厂处理后的废水要排到大坝下游， 现在
这个工程还没有启动。最大的难题，则是长株
潭面源污染的治理。

对于这个回答， 邹学明委员显然觉得不
过瘾，于是再次追问：地方人民政府承诺的内
容兑现得怎样，没有讲清楚。

蒋益民如实回答：“大部分已经落实了，
有一部分还没有落实。 ”

从今年7月1日起， 国家已强制执行新的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生活饮用水水质监
控指标由35项提高到106项。 崔玉芳委员和谢
鼎华委员关注的是： 相关部门是否具备了这
个监测能力？

张国骥委员关注的则是饮用水水源地的
保护。他直问省环保厅，是否具备了检测饮用水
水源地109项指标的能力？ 能否做到信息公开？

对于这些问题，建设、环保、卫生等单位相关
负责人都如实作了回答： 饮用水水源地109项指
标， 目前还只有省检测站和长株潭3市的检测站
能够检出；106项生活饮用水水质监控指标，现在
省一级能检测104项，还有2项不能检测。

“城市第二水源建设是确保城市饮用水
安全的需要。请问省水利厅，湘江流域各市第
二水源建设情况如何？ 你厅对推进城市第二
水源建设有什么举措？ ”对于李意云委员提出
的问题，省水利厅副厅长詹晓安表示，水利部

门对于第二水源建设已经有初步构想， 并进
行了调研分析。建议对直饮水水源做好规划，
多方案比较，加快前期工作，促进项目上马。

詹晓安的回答引起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李江的共鸣。他认为，湘江流域重金属治理
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能完成的事情。为了
确保流域内老百姓的饮用水安全， 直饮水问
题必须提上政府部门的议事日程。 他向省发
改委提问：直饮水是否可行？

省发改委副主任黄河回答：“直饮水工程
建设是迟早的事情，肯定要进行，省发改委将
尽快启动前期工作。 ”

最忙碌： 省环保厅厅长被点
名回答5个问题

在整场专题询问中， 最忙碌的人当数省
环保厅厅长蒋益民。 他被点名回答了5个问
题。 从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到重金属污染治
理， 再到生态补偿制度……对于委员们提出

的问题，他以坦诚的态度逐一回答。
胡肖华委员提问：“省环保厅如何有效遏

制和防范企业偷排等违法行为的发生？ ”
“省环保厅针对环保违法行为一定严惩

不贷。 ”蒋益民回答称，自己也暗访过，而且是
半夜，也抓到过现行，有的企业被下过多次处
罚通知， 但每一次处罚完以后， 又有违法行
为。 对此，蒋益民表示，鼓励老百姓特别是一
些环保志愿者组织监督协助环保部门的工
作。他承诺：“我们也会下最大的决心，把这些
问题彻底解决。 ”

邹学明委员提出， 湘潭竹埠港废渣治理
工程选址和工艺是否符合规范？ 蒋益民解释
道，竹埠港废渣治理选址原地进行处理，是经
过环保部门同意的。同时，他表示对于防渗膜
质量是否达到标准要求等问题， 环保部门会
进行调查核实和处理。

对于余华生委员提出的湘江上游生态补
偿问题，在省林业厅厅长邓三龙回答之后，蒋

益民补充回答，关于生态补偿，我们已经实施
了一部分，但制度还不是很完善。湘江流域生
态补偿办法，我省2010年就拿出了方案，现在
正在进行资金筹措，一旦到位就可以出台。

最期待：政府承诺落到实处
“哪个市的污水处理能力最低”、“如何防

止出现豆腐渣治污工程”、“生态补偿办法迟
迟未能出台是什么原因”……

在此次专题询问中，许多委员们的提问都
很尖锐，甚至有些“不客气”。 他们的提问，建立
在大量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有数据，有事例，针
对性非常强。对于政府部门的回答，委员们更是
“不受糊弄”，对于不满意的问题要一问到底。

在参与三湘环保世纪行活动中，邱则有委员
发现， 浏阳七宝山治污工程使用不合格防渗膜，
他质疑这样的项目如何处理，怎样排除隐患？

省发改委副主任黄河承诺：将加强监管，
确保建一个成一个，不出现豆腐渣工程。省环
保厅厅长蒋益民也当场表态： 对于个别不规
范项目， 将派人进行核实， 如果确实存在问
题，立即叫停整改。

专题询问结束后， 副省长李友志作出承
诺：老百姓关注的问题，就是政府要重点解决
的问题。湘江流域综合整治义不容辞，责任重
大。省政府将以此次专题询问为契机，打好湘
江流域综合整治这场硬仗。

作为68位受邀旁听的公民代表之一，浏
阳市环保局局长何善兴的感受很强烈。 他认
为，专题询问这一形式很好，可以全面地推进
政府部门的工作。 对于邱则有委员提出的相
关质疑， 他表示已经把防渗膜原材料送到了
省里做质检，如果发现有问题，就迅速整改，
如果没有问题，也会作出详细说明。他欢迎大
家继续督促浏阳的污染防治工作。

“许多委员的提问很尖锐，提了很多实际
问题，政府部门也作出了承诺。 ”旁听代表、长
沙环保学院学生刘曙在旁听结束后告诉记
者， 最期待的是政府部门能真正把承诺的内
容落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