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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尖端科学角膜塑形学来到中国
2002 年， 全球角膜塑形镜大会在加拿大成功召开。

目前， 全球已有近 30 个国家和地区创建了角膜塑形学，
已成为非手术视力矫治方法的最大亮点。 在美国，角膜塑
形经历了 10 余年的临床试验考察之后，在谢培英、褚仁
远等国内知名眼科教授的支持与努力下， 引领中国新兴
学科的角膜塑形学来到了中国， 开创了中国青少年眼健
康矫治的新途径！
专为中国学生 设计的麦迪格塑形组合

中国学生每天的课业学习用眼量是欧美学生的 2 至
3倍，晚间通常有长达数小时的学习用眼状态。 这就是中
国学生近视度数不断加深的主要原因。

2008 年，美国麦迪格公司根据中国孩子的用眼特
征，研制出了专门适合中国孩子使用的麦迪格塑形组
合。 麦迪格塑形组合技术，由易恩斯（eLens）多维角
膜塑形镜和麦迪格智能防护镜组合。 易恩斯多维角膜
塑形镜在睡眠中配戴，依据流体力学原理，并借助眼
睑的自然压力，对角膜进行整夜的健康塑形，使角膜
中心区平坦，周边区逆几何改变，重塑角膜曲率，从而
恢复正常视力。

麦迪格智能防护镜在晚上长时间用眼时佩戴， 利用
三棱折射原理，使入眼光线改变成两条平行线，形成模拟
望远的状态，解除视疲劳，切断了近视产生的根源，巩固
了易恩斯角膜塑形镜的矫治效果。

麦迪格塑形组合实现了治疗量大于用眼量， 解决了
近视治疗的关键难题。 目前只有在麦迪格眼视光中心能
够验配麦迪格塑形组合。
十六年专业矫治近视 数十万学生摘掉眼镜

美国麦迪格重点开发青少年近视和眼科卫生保健

产品，专业致力于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 历经 16 年不懈
努力， 尤其是把目前世界上先进的青少年近视矫治产
品———麦迪格塑形组合引入中国后已成功助数十万名
近视孩子摘掉了眼镜。

为了将这一高新科技产品普及推广使用，麦迪
格现已在我国各省会城市， 大中城市成立了近 200
多家眼视光中心， 并建立了完善的售后服务机制，
所有眼视光中心配有专业技术人员和专业的角膜
曲率计，角膜地形图仪，非接触眼压计，裂隙的显微
镜等十几种验配仪器。 目前，是中国规模较大的专
业矫治青少年近视的眼视光连锁机构。
美国学生怎样防治近视？

在美国，戴眼镜的学生很少，远不像中国的学校里
有很多的“小眼镜”，对此问题，麦迪格公司做过一项
专题调查，结果发现，在影响视力的社会、学校、家长、
营养、环境五个因素方面，两国差距较大，从基础视力
状况到保护条件都有明显不同； 美国学生的用眼负担
并不比中国学生轻， 关键是他们习惯于日常保健和科
学预防。 故其近视率仅是中国学生的 1/3，而这 1/3 的患
者又通过科学的办法（如使用角膜塑形镜）将近视控
制在一定范围内。 所以美国学生近视状况普遍优于中
国学生。

早在中国学生还在靠传统的单光近视镜矫正视力
的时候， 使用角膜塑形镜控制近视已在美国学生中成
为时尚。 而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近视控制手段也
发生着根本性的变革， 角膜塑形镜组合的问世又为学
生近视患者带来了新世纪的福音， 成为学生专用的眼
镜，而今之美国，使用角膜塑形组合控制近视已成为一
种潮流。

摘掉眼镜，矫正近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角膜塑形镜。 通
常使用者只需在夜间睡眠中配戴 8小时， 白天便可在不戴眼镜的
情况下维持一天较好的裸眼视力。 如果是青少年，还能有效控制
近视的发展。 不过因为缺乏直接的了解渠道，不少人在选择时顾
虑多多, 为了让更多中小学生及家长零距离了解角膜塑形镜及其
神奇疗效，西宁麦迪格眼视光中心继暑假试戴活动后，启动第二
期免费试戴活动，有需要的家庭即日起可通过活动热线报名。 为
保证活动质量，每批试戴的患者不会太多，所以报名后，会有工作
人员与您联系，通知具体的试戴时间。

试戴活动分为现场试戴 2 小时和回家试戴 7 天两种形式，由
中心工作人员根据每个孩子不同近视状况提供个性化试戴形式。

活动时间：2014年 1月 11日—3月 2日
活动地址：王府井三田世纪广场 26楼 2622室
报名电话：0971-8266818

兰州警方回应拔枪止抢事件

警察所用防暴枪不具致命性
新华社兰州 1 月 8 日新

媒体专电 7 日以来，“兰州货
车侧翻橘子遭百余村民哄抢，
警察拔枪制止惊呆大妈”一事
在网上热传。一声枪响引来各
方争议。事件来龙去脉究竟如
何？ 警察拔枪却为哪般？ 面对
一群哄抢橘子的群众，拔枪示
警是否合法、得当？ 记者赶赴
事发地甘肃榆中县追踪调查。

6万多斤橘子遭哄抢
蜂拥场面是否失控
4 日上午 11 时许， 一辆

满载橘子的半挂卡车，行至连
霍高速兰州市榆中县和平镇
段时，在柳沟河出口匝道一急
弯处突然侧翻。 一时间，6 万
多斤橘子滚落一地。正当高速
交警找来吊车准备拖走侧翻
车辆时，和平镇及周边村庄的
部分居民陆续赶来， 先是围
观，后是哄抢。

哄抢场面怎样？记者来到
榆中县和平镇，分别采访了执
勤民警、当地居民，并电话采
访到货主。

榆中县公安局和平派出
所民警王令成说， 当日 12 时
45 分许， 他与其他两名值班
民警接到 110 指令出警，看到
现场侧翻的卡车半截悬在匝
道上，匝道下是六七米高的护
坡，非常危险。当时，现场已有
四五十个人在哄抢橘子，随后
还有人不断赶来，但秩序尚能
维持。 到了下午 3 点多，现场
越来越乱，人们对上前制止的

民警不予理会，有的还推推搡
搡。 从出警到哄抢平息，整个
过程持续了近 6 个小时。 另据
榆中县公安局调查，被哄抢的
橘子有 1 万多斤。

和平镇和平村徐家营社
干部范英明当时赶来劝离群
众。 他说，当日 13 时许，他赶
到现场时那里已有上百人，有
的人还开着农用车，还有不少
老人和小孩。 “我劝大家，车在
半空悬着要是翻下来就会出
大事，赶紧走吧。有人竟说‘我
又没捡你家的橘子’。 ”

来自江西抚州的货主李
益龙痛心地说：“当时我大声
喊，老乡们，等我们把整箱的
橘子搬走了你们再捡吧。 可是
没有人听， 有些人拿着编织
袋、纸箱子装。 一车 6 万多斤
的橘子，经过哄抢、车翻后的
碰撞挤压和人群的踩踏，自己
最后拿到手的， 只有 2000 多
斤完好的橘子。 ”

据记者了解，这已是两年
多来和平镇上发生的第二次
哄抢。 两年前，同样是在这个
通往高速出口的急弯道，李益
龙一个老乡发往兰州的一车
橘子也被哄抢。

鸣枪示警依据何在
枪口是否对准群众
自 7 日网上曝出“兰州警

察拔枪制止哄抢橘子”消息以
来，网友众说纷纭，网易、腾讯
等网站跟帖评论有近 10 万
条。不少网友认为民警鸣枪示

警措施果断并无不妥，部分人
就网传照片上警察枪口对准
哄抢者的做法持有异议。争议
焦点凸显两大悬疑。

焦点一：民警是否鸣枪示
警，如此处置有无依据

范英明告诉记者，当日下
午 3 点多， 哄抢的人越来越
多，场面越来越乱，警察过来
都不理睬。 突然他听到一声
响，听起来比鞭炮声稍大。 回
过神来发现，原来是一名警察
站在高处鸣枪示警。

榆中县公安局局长张克
强说，榆中县公安督察按照规
定对民警开枪是否合法进行
调查。 调查发现，现场民警以
高速公路护坡下一条沟渠为
限，要求哄抢者远离卡车侧翻
现场，但哄抢者拒不服从。 情
急之下，和平派出所一名民警
站在高速公路匝道上、在远离
人群的情况下鸣枪示警。所用

枪 支 是 2013 年 初 配 发 的
10mm 转轮防暴手枪， 弹药是
10mm 布袋弹， 弹药只具有驱
逐性、制服性功能。

他说，《人民警察使用警
械和武器条例》第三条将“特
种防暴枪” 列为警用器械，而
将武器定义为按规定装备的
枪支、弹药等“致命性”警用武
器。现场民警当时使用的转轮
防暴手枪和布袋弹均不具致
命性，属于警械。 根据《条例》
第七条规定，对强行冲越民警
为履行职责设置的警戒线的，
民警可以使用“驱逐性、制服
性警械”。

记者在和平派出所见到
了这把转轮防暴手枪，其说明
书标明，“非致命性特点突出，
对 5m 内的有生目标不会造成
致命伤害”。

网友“叶传龙”撰文《警察
亮枪止抢有何不可》说，“这次

民警果断亮枪，就是制止这种
不法行为， 扭转不良风气，打
击违法行为，有效地保护了群
众的合法财产。 ”

焦点二：枪口是否对准哄
抢群众

网上一张照片显示，一位
民警手持转轮手枪，指向一名
戴着口罩的老大妈。 对此，当
事民警解释称：“听到枪响，有
一大半哄抢者离开现场，但还
有一些人执意不走。 我很着
急， 便从高速公路护坡上下
去， 要求他们赶紧离开现场，
说话时习惯性地挥手示意离
开， 当时确实没有把枪收起
来。 ”

记者在和平镇上多方打
听，试图找到网传图片上戴着
口罩的老大妈核实，但截至发
稿时仍未找到。一位网易广州
网友说，警察保护百姓财产是
天职， 事态紧急可以鸣枪制
止，哄抢者固然可恶但毕竟是
公民，枪走火可不是小事。 榆
中县公安局局长张克强表示，
当事民警当天认真履职，但使
用枪械确实有不规范的地方，
公安机关一定加强规范使用
枪械的训练、教育和管理。

屡屡蒙羞的只有道德？
制止哄抢别无他法？
一些学者认为，近年来全

国各地频频发生的哄抢事件，
不仅突破了道德底线，也践踏
了公私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
法律底线。对于这些违法乃至

构成犯罪的行为，社会上道德
谴责不断，却忽视了依法惩处
的必要。 同时，部分基层公安
机关快速反应不足，多警种联
动不够，应对哄抢的能力依然
有待提高。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 ，自
2013 年 3 月至今， 各地媒体
报道的哄抢事件多达 26 起 。
仅自元旦至今，就已有两起事
件被曝光。

兰州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李硕豪教授说，精神的贫困比
物质贫困更可怕，国民素质依
然亟待提高。在大力弘扬传统
道德的同时，还要切实维护法
律尊严。哄抢之后决不能不了
了之。如果不扭转法不责众的
道德“破窗”，类似的哄抢还会
上演。

甘肃政法大学副教授徐
爱水认为，从目前所知的损失
看， 榆中哄抢橘子案不仅违
法，其哄抢数额较大、情节严
重，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的人
还涉嫌聚众哄抢公私财物罪。

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表
示，公安机关还应针对多发的
聚众哄抢事件， 拓宽思路，从
多个方面提升依法执法办案
的能力。

据记者调查 ，4 日下午 ，
由于鸣枪示警之后仍有哄抢
者不愿离开，和平派出所紧急
抽调其余 6 名周末在家休假
的民警执勤，哄抢局面得到彻
底扭转。

新华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