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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都会

发发现现老老鼠鼠蟑蟑螂螂，，快快联联系系““消消杀杀站站””
爱国卫生月，关注蚊蝇蟑螂老鼠“四害”

本报记者 李钢

“到医院看近视的患者中，
还有不少幼儿园的小朋友。”12

日，山东省第十八次眼科学学
术会议在济南召开，与会专家
对我省青少年视力低下防治、
白内障手术等问题进行了研
讨。据悉，目前80%左右的中小
学生存在视力问题。因此，专家
建议，对中小学生进行专业化
眼科检查。

“孩子视力好像不好，这不周
末带着孩子来看看。”12日，市民
孙女士带着3岁多的儿子来到了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就诊，“检查视力好像是近视。”

“现在青少年近视的确是越
来越多。”山东省医学会眼科学
分会主任委员毕宏生教授介绍
说，视觉损害中大概有44%左右
的是屈光不正，包括近视、远视、
弱视等，“其中青少年的屈光不
正能占到85%左右。”

让毕宏生等眼科专家感觉
到不安的是，青少年视力问题越
来越年轻化，“现在甚至有很多
幼儿园的孩子也有视力问题。”
毕宏生说，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与发育有关，但也是环境污染、

光污染等造成的后果。
“而中小学生的视力问题

则更加让人忧心。”毕宏生介
绍，2010年全国学生体质监测
结果表明：我国小学生近视发
病 率 为 4 0 . 8 9 % ，初 中 生 为
67 . 33%，高中生则高达79 . 20%。
我省中小学近视率还要高于这
一比例。

“环境污染、食品卫生等都
是造成眼问题多发的原因。”参
加山东省第十八次眼科学学术
会议的专家们分析了中小学生
视力低下出现的原因。

毕宏生解释说，像现在不
少食物中含有生长素，这影响
了孩子的发育，使眼轴发育快，
出现了不少近视。此外，课业负
担重、用眼不科学等也是造成
近视等眼病问题增多的原因。

此外，没能及时发现也是
造成近视等眼病问题加重的原
因。目前在中小学生查体项目中，
眼科检查项目一般比较简单，仅
为视力检查。因此，毕宏生等专家
建议，修改中小学生查体项目，在
眼科检查中增加客观验光项目，
以及必要的眼科常规检查，包括：
眼前节裂隙灯检查、眼底检查、眼
位和眼球运动检查。

本报4月12日讯(见习记者
李师胜 通讯员 陈晓霞 )

济南市第36届天下第一泉趵
突泉迎春花灯会主题为“灯耀
中国梦 泉涌济南情”，现公开
征集灯组设计方案及意见，截
止日期为5月31日。

有大型灯会承办能力的花
灯制作单位、艺术设计院校师
生、广告策划公司均可参与花灯
会方案征集活动；愿意为灯会提
出建议的单位和个人，均可参与
灯会建议征集活动。征集时间截
止到2014年5月31日。

设计方案须围绕第36届
花灯会“灯耀中国梦 泉涌济
南情”的主题，并结合“中国
梦”，以老残带你游灯会为主
线，将人文故事、城市发展、未
来梦想等济南的文化底蕴和
人文风采一一展现。设计方案
要求根据景区的地形地势、园

林景观合理布局灯组摆放位
置。

在五龙潭景区东门、环城河
沿岸、大明湖景区西南门等地布
设氛围灯组，与趵突泉主会场遥
相呼应，着重打造趵突泉展区。
灯组包括人文故事片区、中国梦
城市发展片区、欢乐祥和卡通片
区、游客参与互动片区。

花灯会方案需制作成多媒
体幻灯片，通过网络传输或光
盘邮寄方式报送至济南天下第
一泉风景区活动策划办公室。
邮寄地址：济南市趵突泉南路1

号，邮编：250012。提交建议可
通过拨打电话或发送电子邮件
的方式。电话：0531—61360015，
电 子 邮 箱 ：t x d y q h d c h z @
163 .com，提交人需告知真实姓
名及联系方式。详情可登录济
南 天 下 第 一 泉 ( h t t p ：/ /
www.txdyq.cn)官方网站查询。

本报4月12日讯(记者 孟
燕 实习生 闫云婷 ) 都说

“春雨贵如油”，自从今年2月27
日的降雨过后，省城一直没有

“有量”的降水，天天喊渴。11日
晚上8点左右，济南开始飘雨，
时隔43天之后，终于有了“出
量”的春雨。

11日晚上10点多，听到窗
外“滴滴答答”的声音，本已睡
下的市民张先生特地起来看看
是不是下雨了。“虽然下得不
急，但总归是有雨了。”其实，早
在11日晚上8点多，不少在街头
的市民就感受到了小雨丝。

这场好不容易盼来的春雨
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形容最合适不过了。12日一早，
市民马女士推开窗户才发现夜

里下雨了。“这两天污染挺严
重，希望这场雨能降降尘。”根
据济南市气象台的统计，今年3
月降水量为0，异常偏少，破3月
降水量历史最少纪录。2004年3
月的降水量只有0 . 1毫米，这一
纪录维持了十年，今年被打破。

好在这场春雨“出量”了。
根据济南市气象局站点雨情雨
量统计，这场雨全市平均降水
量3 . 8毫米，其中平阴降水量最
大为9 . 3毫米，其次为长清5 . 7
毫米，商河降水量最少仅有0 . 8
毫米。市区降水量为3 . 1毫米。

雨后气温也开始往下跌。
12日天气一直比较阴沉，气温也
比较低，最高温降至14.9℃，这和
前几日动辄25℃以上的高温简直
没法比。不少外出游玩的市民都

表示“冷飕飕”，不得不穿上了
厚外套来保暖。

不过，根据济南市气象台
的预报，虽然13日白天仍有雾
或霾，但气温呈现逐步升高的
趋势，最高温预计在23℃左右。
未来几天气温还将逐步回升。

未来几天具体天气预报如
下：12日夜间到13日白天多云，
有雾或霾，北风转南风都是2～
3级，最低气温8℃～10℃，最高
气温23℃。13日夜间到14日晴，
南风2～3级，最低气温8℃～
14℃，最高气温26℃。15日晴转
多云，东南风2～3级，最高气温
25℃左右。16日多云转阴，夜间
局部地区有小雨，南风3级，气
温变化不大。17日多云转晴，北
风2～3级，气温下降。

本报4月12日讯(记者 李
钢) 蚊子、苍蝇、蟑螂和老鼠被
称为“四害”。而4月正是病媒生
物大量繁殖和传播疾病的高峰
期，亦是“除四害”的有利时机。
12日，我省举行“病媒防制进社
区”活动，向居民宣传蚊虫防制
方法等。居民若发现“四害”问
题，可向当地消杀服务中心或
消杀站求助。(防制:意指预防和
控制)

“这蟑螂太可怕了。”“发现蟑
螂该怎么办啊？”“哪种蚊子咬
人？”12日，济南市历下区大明湖
办事处县西巷社区里，许多市民
围着蚊蝇标本查看，并向专家们
请教灭蚊蝇等四害的方法。

今年4月是第26个爱国卫
生月，主题为“远离病媒侵害，

你我同享健康”。12日上午，省
爱卫会与济南市爱卫会等在省
城历下区大明湖街道办事处县
西巷社区开展“病媒防制进社
区”活动。

济南市爱卫办有关负责人表
示，虽然济南的“四害”密度控制
在国家标准之内，但病媒生物防
制工作不能放松。据介绍，4月是
病媒生物大量繁殖和传播疾病的
高峰期，亦是“除四害”的有利时
机，清除“四害”滋生地，防止病原
体的传播，能够有效预防季节性
传染病的发生和蔓延。

省疾控中心病媒生物防制
所主任医师景晓告诉记者，蚊
子传播的疾病多达80余种，与
2012年相比，2013年我省流行
性乙型脑炎的发病率增加不

少。这种疾病主要通过三带喙
库蚊传播，其中，10岁及以下儿
童最容易受到侵害，由于没有
特效药品，所以病死率很高。

此外，苍蝇体表能检测到
30多种病原微生物，一只蟑螂
可携带1400万个细菌，老鼠可
以传播鼠疫、流行性出血热等
35种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公
布的数据，蚊子、苍蝇等叮咬引
发的疾病占全部传染病的17%
以上，每年导致100多万人死
亡，10亿多人感染。

据了解，“除四害”的关键在
于保持环境的清洁和卫生。病媒
防制专家建议，及时清除周边的
杂物、垃圾，清除“四害”滋生地。
若发现“四害”问题，可向当地消
杀服务中心或消杀站求助。

幼儿园学生竟成了“小眼镜”
专家提醒，中小学生眼科体检应专业化

第36届趵突泉灯会

征集灯组方案时时隔隔4433天天终终于于有有雨雨了了
昨日冷飕飕，今起气温回升仍有雾霾

12日，位于药山
街道王炉社区的机床
公司一分厂最后一栋
建筑物顺利拆除，粟
山路拓宽改造工程药
山王炉段拆迁工作到
此全部完工。
通讯员 赵欣桐 摄

拆拆完完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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