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13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举行新闻发布会，面对严峻
复杂的防控形势， 多位专家表
示：春节将至，城乡之间人员流
动加大，要筑牢疫情基层防线。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闻发
言人米锋介绍， 根据当前国内多
地报告的本土散发病例和聚集性
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呈现出持续
时间长、 涉及范围广、 传播速度
快、患者年龄大、农村比例高等特
点，有的地方出现了社区传播、多
代传播，防控形势复杂严峻。

从近期河北疫情来看， 农村
医疗卫生条件和医疗机构能力比
城市薄弱，一旦发生疫情，蔓延

的风险可能更大。 基层乡镇卫生
院、村卫生室等的“哨点”作用更
为凸显。

“春运是目前疫情防控面临
的一次‘大考’。 ”国家卫健委疾控
局监察专员王斌说， 和城市地区
相比， 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医疗条
件薄弱，防控能力相对较弱，这给
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带来挑战。

她表示，对于农村地区，要做
好重点人群摸排，做好信息登记和
返乡 14天内的健康监测， 同时提
高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和个体诊
所对新冠疫情的发现报告意识，提
前组建由市和县两级人员组成的
流调队、确定集中隔离场所等。

“春节期间人员流动大、聚集
性活动多， 将增加疫情传播的风
险。 ”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
健提示， 春节期间物流也将增
多， 低温条件下， 需警惕进口冷
链食品和其他货物被新冠病毒污
染，从而引发输入疫情的风险。

王斌呼吁， 广大公众春运期
间要尽量做到非必要不出行，如
果一定要出行， 则要关注交通旅
游信息等，并注意错峰出行，全程
做好防护， 尽量避免去人多的密
集场所。 一旦发生可疑症状之后
也不要慌，一定要佩戴好口罩，去
到就近的医疗机构就诊。 ②8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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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将至，城乡之间人员流动加大

春运将成为疫情防控“大考”

国家公共文化云平台

打造“文化淘宝”
1 月 13 日， 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

发展中心分别和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 中外
文化交流中心达成战略合作， 将利用国家公
共文化云平台打造“文化淘宝”，并推动中国
优秀文化“走出去”。

作为全国互联互通、标准一致的公共数字
文化平台，由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建设的国
家公共文化云拥有丰富的数字资源。发展中心
与深圳文交所将合作组建全民艺术普及文创
中心，共同打造以数字资源、艺术培训、非遗文
创为重点的全民艺术普及文创产品开发及推
广运营体系，并以全国各级文化馆（站）和“公
共文化和旅游服务产品采购大会” 为线下平
台，以国家公共文化云“学才艺”和“赶大集”板
块为线上平台，打造“文化淘宝”线上集市和全
民艺术普及服务体系，丰富公共文化和旅游服
务产品供给，创新文化消费业态。

同时， 发展中心和交流中心将合作开发
优质文化和旅游产品，共同策划组织“欢乐春
节”“中国旅游文化周”等品牌活动、节庆活动
或数字文化展览展示，并开展“数字中国馆”
项目建设。 双方还将根据需求，实现国家公共
文化云平台上“看直播”等服务、产品海外定
制化开发和推送，实现国内外资源联动、平台
共享。 ②8 （据新华社）

南石眼科医院致适龄应征入伍青年的一封信
南阳医讯

广大适龄应征入伍青年：
你们好！
近期，通过电话、微信、网站等方

式咨询南石眼科医院视力矫正的家
长非常多，且大部分为适龄应征入伍
青年。 为了让有志青年顺利圆梦军
营，南石眼科医院针对大家问得最多
的问题做以下解答：

一、近视眼做什么类型的手术可
以通过体检？

答：1.德国蔡司全飞秒手术。 全
飞秒激光近视手术无需制作角膜瓣，
能极大限度保持角膜完整物理形态，
全程无刀、无瓣，极大降低干眼症发
生概率， 是目前主流的近视手术方
式， 约 95%以上患者双眼手术在 5
分钟以内完成。 2.Smart 全激光是德
国阿玛仕准分子激光最先进的近视
矫治手术， 集 TransPRK 手术与 SPT
智能脉冲技术于一体，激光直接经角
膜上皮进行治疗，轻轻松松 3 分钟完
成对双眼屈光不正的精确矫正。

二、蔡司全飞秒手术适合什么人
群、什么度数做？

答： 年龄在 18 至 55 岁之间，近
视度数≤1000 度， 散光≤500 度，近

视度数稳定一年以上，无任何眼科疾
病， 能通过全飞秒近视手术术前检
查。 参军入伍推荐手术方式。

三、阿玛仕全激光手术适合什么
人群做？

答： 一般情况下，800 度以下、中
低度近视者，角膜薄者，期望安全、温
和且无压力的治疗过程的人群； 喜欢
无刀、无痕的轻松手术方式的人群。警
察、军人以及喜欢运动的体育爱好者。

四、 南石眼科医院做全飞秒、阿
玛仕全激光手术多吗，安全吗？

答：南石眼科医院目前已经完成
数千例全飞秒、 阿玛仕全激光手术，
非常安全，全飞秒手术量在豫西南地
区遥遥领先，主刀大夫主任医师景聪
荣，也是南阳市最先拿到全飞秒操作
资质的医生。

五、近视手术需不需要住院？ 一
般需要几天治疗结束？

答：手术不需要住院。 一般术前
检查需要 2 小时左右，手术当天建议
休假 1 天， 术后第一天必须复查，因
此至少需要 2 天半到 3 天时间。由于
手术前需要滴用眼药水，因此建议提
前做术前检查，让医生帮助选择最适

合自己的近视手术方式。
六、近视手术之后 ，视力立即就

恢复了吗？
答：手术刚结束，眼睛会有一种

朦胧感。是因为全飞秒激光手术是在
角膜基质层间预先扫描分离好一个
凸透镜，之后手工将凸透镜分离并取
出的过程， 通过 2mm 的微小切口取
完凸透镜后， 上下两层要贴合并愈
合，白雾是常见现象，但很快就会消
失。正常情况下手术第二天就可以达
到术前戴眼镜的视力。

军营是一座锻炼人才的大熔炉，
当兵的历史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
财富，南石眼科医院不希望任何一名
适龄应征青年因为视力被卡在军营
大门之外，关于近视矫正，我们设立
专门热线：6368 8899。

最后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2021 年 1 月 1 日～2021 年 2 月 28 日
期间， 凡在南石眼科医院近视手术
者， 均可获得全飞秒防护眼镜一副！
近视手术绿色通道已经开放，每天都
是手术日。

南石眼科医院
2020 年 12 月 19 日

手术专家介绍
景聪荣 主任医师 教授 南石医院眼科

主任 南石眼科医院院长 中华医学会河南
省眼科分会白内障学组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
河南省眼科医师分会委员南阳市医学会眼
科分会副主任委员

从事眼科临床工作 20 余年，先后赴河南
省眼科研究所、中山大学眼科中心等知名眼
科院所进修深造。 专业方向：白内障、屈光不
正、青少年近视防控、角膜及眼表疾病等。

年主刀屈光性白内障手术 2000 余例、屈
光手术 2000 余例。 精通屈光手术：SMILE 全
飞秒手术、ICL 晶体植入手术、SMAR 全激光
手术等。 精通屈光性白内障及晶状体手术
等。 对疑难及复杂眼病临床经验丰富，为豫
西南地区眼科全能青年领军人才。

备战春运
1 月 13 日，为备战春

运，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
有限公司重庆客运段联
合重庆铁路公安处在重
庆北站南广场开展服务
礼仪培训、应急技能模拟
演练等活动。 图为重庆客
运段乘务人员进行铁路
服务礼仪培训。 ②8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