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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因学业负担重和过

度依赖电子产品，小眼镜激增。

有的孩子，近视度数一直增长，

小小年纪甚至达到六七百度。

高度近视有什么危害，有什么办

法可以控制近视的发展呢？中

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会员、河南

省教育厅“学校近视防控专家

组”成员、南阳眼视光医院院长、

主任医师宋小康为您进行详细

讲解。

宋小康说，高度近视容易引

发眼底改变，导致视网膜和脉络

膜变薄，出现黄斑萎缩、黄斑裂

孔、视网膜下出血、视网膜变性

和孔源性视网膜脱离等严重并发

症，造成严重的、不可逆性的视

力损害。在我国致盲性疾病中占

第6位。因此，防止高度近视发
生刻不容缓。而青少年时期不仅

个子长得快，近视度数加深也

快。一旦沉迷游戏，近视度数加

深更快。除了少玩电子产品，多

参加户外活动之外，可选择更有

效的科学干预方法。

角膜塑形镜（OK镜）是一种
逆几何设计的硬性透气性接触

镜，是可逆性非手术的物理矫形

方法。只需晚上睡觉时佩戴，白

天不用戴任何眼镜，就能拥有清

晰的裸眼视力，并较好控制近视发

展。适合8岁以上、近视600度以
下学生。对于每年近视增长快，或

不想佩戴框架眼镜的青少年，角

膜塑形镜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对于近视75~1000度又不能
做近视手术的人群，可选择美乐

沃周边离焦软性隐形眼镜。其模

拟硬性角膜塑形镜的近控原理，

戴上后在外表面形成完整的离焦

环，视线经过折射后在配戴者视

网膜上形成周边离焦，从而达到

控制近视度数增长的效果。佩戴

更方便，可控制性更强，舒适性更

好，适应人群范围更广。

专家提醒，近视防治一定要科

学，验配角膜塑形镜，儿童初次配

镜，应选择规范的医疗机构。�6

高度近视危害大
防控刻不容缓

根据公安部“放管服”改革

精神以及河南省公安交警总队

和河南省保险行业协会具体要

求，经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

队与南阳市保险行业协会协商，

拟在南阳城区范围内建立交通

事故快处快赔服务中心。具备

一类机动车维修资质，且能提供

100m2以上的办公场所和专用停

车场及救援车辆的机动车维修

企业，如有意向，请于 2018年 11
月 21日（截止日期）前将意向材

料（材料所需：1.维修资质证明；
2.联系人姓名、联系方式和电子
邮箱；3.营业执照复印件；4.企业
平面图）报送至 nykckp@163.com
邮箱。�6

联系人：张昊 13837738055
冀康 15038768219

特此公告

南阳市道路交通事故快处快

赔服务中心管理委员会

2018年11月15日

公 告

弘扬民族精神·奋斗精神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

所，快哉！快哉！”1898年9月28日，
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

刘光第6人在北京菜市口慷慨赴死，
史称戊戌六君子。持续103天的戊戌
变法宣告失败。

谭嗣同是六君子中影响最大者，

人们对他最深刻的印象是变法失败

后，有人劝他逃走，他说：“各国变法，

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

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

之，请自嗣同始！”

谭嗣同被捕后，在狱中题壁：“望

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

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戊

戌诸君子为救亡图存凛然就义，甘愿

用自己的鲜血唤醒国人，希望后辈前

赴后继、致力于救国图存，表现了爱

国志士舍身报国的英雄气概。

100多年前的那个变革与保守并
存的时代，甲午之殇，中日签订《马关

条约》，西方列强侵略之下，中国被一

块块分割为列强的“势力范围”，以康

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党人寻找

救国救民道路。

1895年，康、梁发起的公车上书
失败后，维新派积极进行宣传和组织

活动，著书立说，介绍外国变法经验

教训，在各地创办了许多报刊、学会、

学堂，为变法制造舆论，培养人才。

维新变法运动逐渐在全国兴起。

1897年冬，德国出兵强占胶州
湾，激起全国愤慨，维新变法运动迅

速高涨。康有为连续上书光绪帝，指

出形势迫在眉睫，变法势在必行。

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
筹全局折》（第六次上书），请求光绪

皇帝厉行变法，指出“能变则全，不变

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康有为

的上书受到光绪帝的肯定。

1898年4月，康有为、梁启超在
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6月11日，光

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变法正

式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
变，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康有
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人士寄

希望于通过光绪帝倡导学习西方，提

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

展农、工、商业。

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从

一开始就百般阻挠变法，准备发动

政变，光绪皇帝试图反抗。9月 5
日，光绪皇帝特别给谭嗣同、刘光

第、杨锐、林旭四人以四品卿衔，担

任军机章京，加紧推行变法。9月
15日，光绪召见杨锐，并授以密诏，
要求杨锐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

妥速筹商。9月 18日深夜，谭嗣同
只身前往袁世凯寓所，劝说袁带兵

入京，诛杀顽固派荣禄。袁世凯当

面表示对光绪帝“忠诚”报效，同时

借口须立即回到天津部署，于20日
晚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同时策划

镇压维新派。

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
囚禁光绪帝，重新“训政”，继而大肆

捉拿维新派。康有为已于政变前一

日离开北京到上海，并在英国人的

保护下逃到香港。梁启超则在日本

人的掩护下从天津逃亡日本。9月
28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
康广仁、杨深秀等六人被杀，时人称

之为“六君子”。其他维新派人士和

参与新政及倾向变法的官员，或被

囚禁，或被罢黜，或被放逐。政变之

后，除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

被保留下来，其余各种新政措施全

被取消。“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戊戌变法以悲剧性的失败告终，

但是作为一次重要的政治变革，它被

永远载入史册。戊戌六君子影响了

一批又一批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后来者。⑥4
（据新华社）

慷慨赴死戊戌六君子与戊戌变法

关爱贫困学生
赠送学习用品
本报讯 （特约记者邓进林

通讯员寇建涛）日前，新野县溧

河铺镇江黄集村党群服务中心，

市妇联驻村工作队为该镇贫困

小学生精心准备了 500份学习
包，内装文具盒、彩笔、茶杯、口

琴等 70件文化用品，总价值约 4
万元。

溧河铺镇江黄集村是市妇

联的对口帮扶单位。近年来，在

市妇联、镇村两级的共同努力

下，江黄集村的基础设施、村容

村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脱贫攻坚

取得阶段性胜利。为进一步激

发群众内生动力，实施“志智双

扶”，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该镇

党委、政府举办了“志智扶贫强

精神，教育扶贫拔穷根”捐赠活

动。⑥5
南阳、邓州等地的爱心人士到邓州市穰东镇草庄小学，为学校和贫困学生捐赠价值1万余元的物资 ⑥6

特约记者 刘浩博 摄

方城县老干部大学邀请眼科专家为200余名老干部进行义诊 ⑥5通讯员 张庆福 摄

没有防雷、防静电措施，没有消

防设备，一些不法分子私自建加油

站 、改 装 油 罐 车 ，在 街 上 公 然 揽

客……

“新华视点”记者日前调查发现，

在广西一些地方，有人非法销售国

三、国四柴油以及非标调和油，造成

车辆损害和环境污染。有的“黑加油

站”就设在正规加油站边上“抢生

意”，有的与居民厨房为邻，成为公共

安全“隐形炸弹”。近日，广西公安部

门重拳出击，已打掉多个“黑加油

站”。

10多公里路“黑加
油点”多达 12个，有人
在正规加油站路边兜售
“黑油”

日前，记者在广西北海市云南南

路一处停车场看到，3个锈迹斑斑的
油罐藏身于众多大卡车之间。“高峰

时这里有20多个油罐，相当于一个成
品油仓库，这些油罐大多接近报废期

或已经报废。不法分子就用这些没

有任何静电处置设施的危险油罐，给

附近大货车加油。”中石化广西北海

分公司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记者调查发现，“黑加油站”过去

兜售的主要是柴油，如今，危险系数更

高的汽油也被拿来牟利。在南宁、钦

州、梧州、防城港等地，一些不法分子自

建加油罐、改装油罐车，在街面上公然

揽客。在广西兴安县界首镇附近10多
公里的路上，油罐车、“黑加油站”等违

法加油点多达12个。
中石化广西北海一个加油站站

长说：“有不法分子将厢式小货车改

装为流动加油车，车内柴油、加油枪、

计价器一应俱全，就在加油站路边兜

售‘黑油’。”他说，一般情况下，该站

每月柴油平均销售量为80吨。由于
“黑油”泛滥，如今每月销量下降

30％。
业内人士介绍，国道沿线的沙石

场、厂矿企业集中区、大型停车场、货

车修理厂、居民楼附近都是“黑加油

站”的密集分布区，针对运输车队、建

筑工地等非法销售汽、柴油。

以钦州和防城港为例，据相关部

门摸排发现，目前两地存在非法销售

窝点60多个，流动加油车160多台，
每月非法低价销售油品大约在7000
吨以上。北海市区域内的黑窝点有

三四百个，黑油车200辆。钦州市公
安局的数据显示，当地公安部门自

2016年9月以来已打掉非法经营的
固定加油点超过40个，扣押油品200
多吨，涉案金额超过5000万元。

“黑油”多为掺假调
和非标油，有人在民宅内
改装、藏匿油罐

据了解，广西的“黑油”来源有

几种：有的是从正规油库以优惠价

格批发出来的，但多数是一些民营

化工企业利用国有大炼厂的下脚

料、化工产品、燃料油等调和出来

的非标油品，还有一些是沿海沿边

地区走私油、各地车辆被盗油品。

中石油广西钦州销售分公司一

位职工表示，这些油品质量参差不

齐，对车辆发动机损伤较大，也不

利于环境保护。自 2017年 1月 1日
起，我国全面供应符合国五标准的

车用汽、柴油，停止国内销售低于

国五标准车用汽油、柴油。非法经

营者多销售国三、国四柴油甚至非

标油，对环境污染较大。

除了质量没有保证，这些非法

加油点设备简陋，缺乏必要的安全

保障措施，经营者缺少安全意识和

安全技能，极易发生安全事故。执

法人员发现，北海、钦州、玉林的

一些非法窝点，将油罐安放在室

内，封闭空间一旦油气混合比达到

临界状态就会发生爆炸。

一些安监部门负责人介绍，许

多“黑加油站”无防雷、防静电措

施，无消防器材，安全隐患巨大。

不法分子甚至在民宅内改装、藏匿

油罐，如发生火灾或爆炸很容易波

及周边地区。

“2017年查处的一起案件中，厨
房就在‘黑油点’旁边，嫌疑人给

车辆加油的同时，其家人就在一旁

炒菜，安全意识极其薄弱。”钦州市

公安局民警介绍说。

“黑加油站”门槛
低、流动性强，应加强
部门联合执法

业内人士介绍，“黑加油站”投

入小、技术门槛低、收益高，通常

开设在隐蔽偏僻处不易被发现。受

暴利驱使，许多不法分子加入到疯

狂兜售劣质成品油的行列中。

除了低价倾销，“黑加油站”常

常通过赊销、送油上门、沿路兜

售、应约卖油等方式揽客。“客户一

个电话，流动加油车就开过去，加

完就跑了，流动性非常大，查处难

度大。”广西防城港一位正规加油站

站长说。

据了解，治理“黑加油站”涉

及公安、安监、工商、质监、环

保、消防、运管、税务等多个部

门。业内人士建议，应形成固定的

联合执法机制，在相关车辆出行高

峰期、双休日等开展不定时打击查

处，规范成品油市场秩序。

此外，正规加油站申办困难

及部分山区乡镇没有正规的加油

站点，也给“黑加油站”的出现

提供了市场。业内人士建议，应

完善正规加油站的布局，方便偏

远地区群众就近加油。同时，大

力宣传“黑加油站”的危害，减

少劣质油对车辆的损害和对环境

的污染。⑥2
（据新华社）

公然兜售非标调和油，有的与居民厨房为邻……

“黑加油站”为何屡禁不绝？

信息快报�

据新华社郑州 11月 16日
电 记者从省文化厅获悉，在各

地申报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考察

和研究，我省最新认定了“博衍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等40个
展示馆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示范

展示馆，“河南坠子传习所”等40
个传习所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示

范传习所。省文化厅将为这 80
个场馆统一挂牌，并给予一定的

资金支持。

目前，全省有 113项国家级
非遗项目，728项省级非遗项
目。在多种因素冲击下，许多

非遗项目传承遇到了困难。针

对这一难题，我省从政策、资金

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开设非

遗项目示范展示馆、传习所正

是贯彻落实相关政策的一项重

要举措。

据了解，入选的示范展示馆

展品数量不低于500件（套），通
过基本展示、专题展示、静态展

示和动态展示相结合的方式，向

社会展示非遗项目蕴含的百姓

风俗习惯等，全年开放时间不少

于10个月。而示范传习所则通
过带徒授艺、培训班、讲座等方

式，培养一批非遗人才，做好传

承保护工作。⑥3

非遗示范馆 我省再“添丁”

本报讯（记者陈大公）11月
17日，市第二届中小学生校园足
球联赛在市体育场拉开帷幕，共

有来自市直有关学校以及西峡、

方城的20支队伍，260余名运动员
参赛。

本次比赛由市教育局、市体

育局、市中小学体育协会主办，

市体育中心协办。联赛为期四

天，赛事设小学男子、女子组和

初中男子、女子组四个组别。比

赛采用单循环制，小学组采用

“五人制”足球比赛规则，初中组

采用“八人制”足球比赛规则。

本次比赛分油田和市体育场两

个赛区，油田赛区已于11月2日
至5日举办，共有来自镇平、内乡
等 16支代表队 190余名运动员
参赛。

举办此次联赛旨在大力推动

全市校园足球运动发展，形成浓

厚的校园足球氛围。⑥4

校园足球赛 逐梦绿茵场

本报讯 （记者王蕾 通讯员

李淼 曲涵）日前，由共青团中央、

教育部等主办的 2018年“创青
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落幕，南

阳师范学院的两项参赛作品喜获

全国铜奖。

南阳师范学院一直重视大学

生创新创业精神的培养，此次参

赛的《河南寰宇无人机应用技术

有限公司》和《南阳市易教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两个项目，在全国

2200余所高校的15万件作品中
脱颖而出获得铜奖，成为该校参

加此项比赛以来荣获的最高奖

项。“创青春”大赛前身为“挑战

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经

过多年发展和积累，已成为目前

国内参赛规模最大、参赛作品最

多、影响范围最广的大学生创业

赛事之一。⑥5

大学生创业 师院获铜奖

本报讯（记者赵勇）近日，市

公安局高速交警支队发现沪陕高

速焦枝铁路大桥和湍河大桥路段

事故发生率较高，联合省收费还

贷中心南阳管理处路产部门安装

了一批智能引导灯，降低了事故

的发生率。

在智能引导灯安装过程中，

高速交警部门和河南省收费还贷

中心南阳管理处路产部门相关人

员多次徒步对现场进行查看，确

认安装位置，智能引导灯充分发

挥了安全引导作用，能够及时提

醒过往司乘人员，起到良好的警

示作用，为广大司乘人员安全出

行保驾护航。⑥3

安装智能灯 降低事故率

大爱无疆�

本报讯 （通讯员李基润）为

推进全市快递业绿色健康发展，

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近日，市

邮政管理局组织开展全市“绿色

快递宣传周”活动。

此次活动以“绿色快递”

为主题，成立绿色快递活动工

作领导小组，向全市快递企业

发出绿色快递倡议书，倡导全

市快递企业从我做起，做绿色

运营践行者、 绿色生活推动

者、绿色生态守护者。引导快

递企业推广使用绿色包装，推

广环保型可循环周转袋，快递

寄送避免过度包装，尽可能使

用环保可降解材料，推广快递

新能源车辆的应用，进一步提

升电子面单的使用率等。

市邮管局表示，要充分了解

和认识绿色发展理念的重大意

义，让更多的企业、组织和个人

参与践行绿色环保、共建美好家

园的行动中，希望社会广大群众

都能够争做绿色发展的引导者、

绿色快递的宣传员、绿色环保的

践行者，为打造美丽南阳作出应

有的贡献。�11

市邮管局开展
“绿色快递宣传周”活动

提升行业监管效能 创建和谐绿色邮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