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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黄三角

卢卢米米国国际际影影城城影影讯讯

《白鹿原》

片长：155分钟
类型：剧情
时间：10：30 16：15 19：30

《太极1从零开始》

片长：90分钟
类型：动作/剧情
时间：13：00 14：00 20：35

《蝙蝠侠：黑暗骑士
崛起》

片长：164分钟
类型：科幻/动作
时间：10：10 11：55 16：50

《伤心童话》

片长：120分钟
类型：爱情
时间：10：25 12：05 13：50
15：30 19：10 20：45

《黑衣女人》

片长：95分钟

类型：惊悚/悬疑
时间：10：40 12：20 14：10
16：00 17：40 19：20 21：00

《铜雀台》

片长：95分钟
类型：剧情
时间：11：05 13：40 15：10
18：30 19：20

《危险关系》

片长：100分钟
类型：3D爱情/剧情
时间；10：10 12：30 15：10
17：00 19：45

《敢死队2》

片长：125分钟
类型：动作/冒险
时间：10：00 14：55 17：35
19：50

每日排期有所变化,详
情咨询：0546-8156888

本报记者 李金金
整理

本报9月27日讯 (首席记者 聂
金刚 通讯员 陈阳阳 ) 双节期
间，市民遇到火患仍可拨打9 6 1 1 9。
东营消防火灾隐患举报投诉中心
仍2 4小时值班，接听市民投诉举报
火患。

据了解，自火灾隐患举报投诉
宣传活动开展以来，东营消防成立
火灾隐患举报投诉中心、制定举报
投诉制度、开通电话热线“96119”，

并制定出台印发了《<东营市火灾
隐患举报奖励暂行办法> 实施方
案》的通知，实行火灾隐患有奖举
报投诉，推进火灾隐患举报投诉工
作。

目前，东营“ 9 6 1 1 9”火灾隐患
举报投诉宣传活动正在火热进行
中，“ 9 6 1 1 9”成了东营市广大市民
群众熟悉的电话号码，举报身边的
火灾隐患成为了市民的自发行为，

且广大群众对火灾隐患的举报投
诉方式也逐步呈均衡化、常态化、
多元化。

双节期间，“ 9 6 1 1 9”火灾隐患
举报投诉中心的各项工作正常运
行，仍有专人 2 4小时值班。东营消
防将继续联合公安、安监等相关部
门，及时整治清除存在的火灾隐患
和消防违法行为，为市民过节创造
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9月27日，记者在多处农贸市场看到，临近双节，一路
看涨的“火箭蛋”终于在节前降到5元以下，“淡淡定”了许多。
据悉，随着中秋临近，鸡蛋供应达到短期平衡，因此鸡蛋价
格保持稳定并逐渐回落。

本报记者 郑美芹 摄影报道

9月28日：阴有阵雨
转多云，其它县区多云，
北风4～5级，海区7级，阵
风 8 ～ 9 级 ，气 温 1 4 ～
21℃；

9月 2 9日：晴间多
云，北风3～4级，海区6

～7级转5～6级，气温11

～21℃。

东营区：阴有阵雨转多云，北风4～5级，海
区7级，阵风8～9级，气温14～21℃；

利津县：多云，北风4～5级，海区7级，阵风8

～9级，气温13～21℃；
河口区：阴有阵雨转多云，北风4～5级，海

区7级，阵风8～9级，气温14～20℃；
广饶县：多云，北风4～5级，海区7级，阵风8

～9级，气温13～21℃；
垦利县：多云，北风4～5级，海区7级，阵风8

～9级，气温14～21℃。

姓名：邱泽阳 性别：男 年龄：6岁
父母寄语：你快乐所以我们快乐。做一个

简单充实，能带给别人幸福的人。
想不想让你家可爱的宝宝在本报《明星宝

宝说天气》版块上秀一秀？方法非常简单哦，只
要把宝宝的姓名、性别、年龄、学校、父母寄语
等资料发到我们的邮箱，就可以啦！

报名邮箱：1064605371@qq.com

报名QQ：1064605371

本报记者 任小杰 整理

市民遇火患可打96119举报
双节期间举报电话仍全天畅通

鸡鸡蛋蛋价价格格

跌跌破破55元元

北部有雨
气温下降

谁能三天摘掉近视镜？
目前世界上摘掉近视镜的方法只有两种，一是手术方法，二是非手术的3D角膜塑形镜。手术只能对二十岁以上并视力稳定两年以上的无眼疾的成人使用，而3D角膜塑形

镜，只要是9岁以上20岁以下的近视患者经过指导即可熟练掌握，这将成为摘掉近视镜的理想选择！

医学研究发现：学生在近距离读写时人眼同时会出现调节

紧张、集合现象(双眼内转看清字体)和瞳孔缩小现象，这三种现

象同称为近反射，而且是同步产生。如近距离读写时，睫状肌收

缩使晶状体变厚，同时左右眼球向中间集合转动注视到书本，长

此以往这种高强度的调节状态将造成人眼功能异常和新陈代谢

紊乱，将迫使眼轴拉长，角膜曲率增加，睫状肌望远时出现痉挛，

使影像落在视网膜前面，就形成了近视。

也就是说：调节紧张、集合转动使眼轴变长和角膜曲率增加

这是造成近视的主要原因。

多数学生往往是曲率性近视和轴性近视混合的近视，所以

多数近视患者摘掉眼镜时，我们会发现他们的眼球是向外鼓的。

解除调节紧张和集合现象是防治近视的关键。

科学家解析近视的成因

现代医学认为，治疗近视，最理想

的方法应该是减轻眼肌调节力，及时

解除视疲劳 ,在不影响眼球正常发育

的前提下,能长期坚持不间断治疗,不

增加患者的额外负担，疗效持久。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国内尚未

出现这样的疗法。中小学生的近视率

依然以每年6%的高速递增。家长和学

生在近视治疗的误区中越陷越深，花

了很多无谓的冤枉钱。

1、单单满足于戴用普通近视镜

矫正视力，忽视了一般近视镜不能治

疗且越戴越深的功能缺陷，学生不得

不每年更换更高度数的镜片；

2、手术疗法只适用于20岁以上

的成人，青少年学生必须注意手术时

机、手术适应症、手术方法、术后效果

等专业问题，费用大不说，往往还有

眼球机体损伤、视力反弹下降等隐

忧。

3、迷信于部分仪器，忽视了仪器

疗法必须间断学习，专门挤出时间治

疗，难以长期坚持，其疗效又容易被再

次长时间用眼疲劳所抵消的不足；没

有认识到学习中产生的近视，必须在

学习中治疗的关键，结果是仪器买了

一大堆，视力总不见好。

4、某些宣传可治疗近视的治疗型

眼镜也仅仅只能防治假性近视以及

混合型近视的假性成分，降低近视度

数，不可能真正摘掉近视镜。林林总总

的治疗方法、器械、药物对近视治疗可

望而不可及，均非治疗近视的发展方

向。学生近视患者迫切需要一种既能

在上课时看清黑板，又能在学习的同

时治疗近视的产品。

治疗近视为什么总花“冤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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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宏东营眼视光中心做过一项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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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视力状况到矫治条件都有明显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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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矫治。故其近视率仅

是中国学生的1/3，而这1/3的患者又都会通过

积极科学的矫治(如使用3D角膜塑形镜)将近视

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所以

美国学生视力状况普遍优

于中国学生。

早在中国学生还在靠传统的单光近视镜

单纯矫正视力的时候，使用3D角膜塑形镜矫

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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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视矫治手段也发生着

根本性的变革，3D角膜塑形镜的问世又为学

生近视患者带来了新世纪的福音，成为学生

专用的治疗镜。而今之美国，使用3D角膜塑形

镜矫治近视已成为一种潮流。

科学的理论是：给孩子足够的“望远”时

间，就能重新拥有清晰的世界。

生活中，很多人都知道，眼睛工作了很久

以后，用望远来缓解视力疲劳，以达到保护视

力的目的。可对于工作学习任务繁重的学生

来说，哪里有足够的时间望远，对于大都市的

中小学生来说，高楼大厦林立，又哪有足够的

机会望远呢？所以，用“自然望远”的方式防止

近视几乎不可能。

残酷的现实是：孩子只要上学，就不可能

有足够的“望远”时间。

美好的理想是：假如：孩子超负荷用了一

整天的眼睛，夜晚睡觉的时候，就像身体疲劳

可以恢复一样，眼睛也能视力修复，即使是通

过一定的方式，只要安全有效就好。

现在的问题是：有这样的好事吗？

以前没有，现在有了！

让孩子摆脱近视最有效的方法是为孩子

换一副美国原装进口矫治近视的“3D角膜塑

形镜”。

这是一个简单的动作，也是一个不难的

选择，关键就看家长是不是真的想让孩子近

视不再加深，让孩子近视得到矫正。

美国最先进视光学技术制成的“3D角膜

塑形镜”，让孩子在静静的睡眠中悄悄的矫治

近视，恢复视力，不占用白天时间。

事实上，孩子近视已经有了很好的解决方案，但是大多数家长并没有关注，更没有引起足

够的重视。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如果近视能解决，早获诺贝尔奖了。请问，真正已经获了诺贝

尔奖的科学，您关注过多少？而像袁隆平杂交水稻这样没获诺贝尔奖却解决了十几亿人吃饭问

题的科学，您又关注过多少？

真正爱孩子的父母不会跟科学较劲，相反，却能以更平和的心态去审视科学，辨别真伪。所

以，只有那些有远见、无偏见的爱孩子的家长才能让孩子真正摆脱近视。

谁能让孩子3天摆脱近视镜？

美国学生怎样治近视

特制隐形眼镜 梦中矫治近视
数字化角膜塑形镜，非手术无创伤，当场下降两行，三天摘掉近视镜

中国学生如何对近视镜说“不”
我国青少年近视发生率已高达

50-60%，面对青少年近视的严峻形

势，家长该以怎样的方式对待近视，

成为专家热议的话题。

据眼科专家分析，一些传统的矫

正近视方式存在着极大弊端：无法切

断近视产生的根源——— 视疲劳。存在

巨大安全隐患；操作费时、费力，难以

长期坚持。这三大弊端会严重威胁孩

子眼睛的健康。很多家长反映：在给

孩子矫正近视这些年，他们没少花

钱、费心，但是孩子的近视度数越来

越高。为此视光专家指出：矫正视力

关键是要选择安全、有效的方法，在

不知不觉中恢复正常视力，教会孩子

如何对近视镜说“不”。

这种有效的矫治方法即3D角膜

塑形镜，它根据美国尖端科学角膜塑

形学进行严格的验配操作来完成，在

睡觉的过程中矫治，在不耽误任何学

习时间的前提下，使白天的裸眼视力

达到1 . 0，完全可以摘掉近视镜。3D角

膜塑形技术有效的矫治近视，量眼定

制，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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