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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西安街头出现一条为
“低头族” 设计的专用通道， 引
来网友热议。 对于这条让 “低头
族” 们可以一边玩手机一边走路
的专用通道， 支持者认为， 这像
是一种城市文化景观， 变相提醒
大家， 放下手机， 注意安全； 而
反对者则认为， 此举完全没有必
要， 走路就不应该玩手机， 不能
纵容 “低头族”。

“低头族” 是近几年才兴起
的词， 意指一群不管是在走路、
乘车还是吃饭， 都时刻不忘玩手
机的人群。 随着移动互联网与智
能手机的日益普及， “低头族”
也在不断壮大。

事实上， 在已发生的交通事
故中， 相当一部分原因与当事人
走路时低头使用手机有关。 “低
头族” 穿行于城市街头， 不仅自
己会发生摔伤 、 碰撞等意外事
故和交通事故， 还会殃及他人。
在这种情况下 ， 我们需要做的
是引导手机低头族改掉不良习
惯 ， 而不是为他们设立一个专
用道路， 这无疑是在浪费城市的
道路资源。 更可怕之处在于， 这
种所谓的人性化助长了违规出行

的坏习惯。
再说， 有了 “低头族” 专用

通道 ， “低头族 ” 与非 “低头
族” 真的就会 “大路朝天， 各走
一边” 吗？ 因此， 笔者认为所谓
的 “低头族专用通道” 带来的负
面影响远大于正面价值， 这并非
警示而是纵容。

可以说， “低头族” 专用通
道是过度的人性化关怀 。 这种
过度关怀在国外也有 ， 所幸 ，
我们还没哪个地方动用财政资
金做这种事 。 西安那条噱头十
足的 “低头族 ” 专用通道 ， 仅
是一家商场设置的———深究下
来 ， 与其说是公共道路设施 ，

不如说是商家的行为艺术装置 ，
其并不能给当下 “低头族 ” 的大
环境带来什么改变。

梳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最
核心的争议在于到底应该由路去适
应人， 还是人去适应路？ 特别是对
于 “走路玩手机” 这一恶习来说。
其实， 行路安全， 既需要可靠的公
共设施保障， 也需要良好的个人习
惯。 对于 “低头族” 现象的蔓延，
关键要加强对 “低头族” 现实危害
的宣传， 让 “低头族” 意识到自身
行为的危害性， 而不是想方设法为
他们提供方便。

（综合 《齐鲁晚报》
《健康报》、 光明网）

过度关怀并不能换来安全 ������6 月 5 日上午， 广州市民殷女士
操作手机， 在微信卡包里点开了儿
子的电子出生证。 这是在广州市妇
女儿童医疗中心签发的全国第一张
全省通用的出生医学证明电子证照。

为解决出生医学证明申领排长
队、 真伪鉴定困难、 携带备查不便
等问题， 广东省卫生计生委在广州
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开展试点， 实
施出生医学证明电子证照项目。 该
项目将可信身份识别认证 （实人+实
名的人脸识别） 应用到分娩前孕产
妇确认备案、 分娩后出生医学信息
电子验证、 跨系统信息交互和 “出
生医学证明” 网上预约申领等各个
环节， 实现了闭环管理。 同时， 电
子出生证通过手机即可线上预约申
领， 线下、 线上同步签发纸质出生
证明和电子证照， 减少了办证等候
时间， 提升了便利度。 电子出生证
在广东省内使用时， 与纸质出生医
学证明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人民日报》 6.6， 贺林平 /文）

������心绞痛、 心慌慌、 心乱跳……很
多人以为 “心病” 往往是中老年人的
事， 医生却发现， 临床上越来越多年
轻人发生心律失常， 而背后的原因是
颈椎病年轻化， 呼吁人们更多了解
“颈心综合征”。

26 岁的赖小姐， 是广州一家企业
的会计， 近期总感觉心慌慌、 胸闷，
本来以为是工作疲劳所致， 但这样的
症状持续了半年多后， 赖小姐就不淡
定了 ， 到广东省第二中医院就诊 。
“心脏听诊发现赖小姐有早搏 8 次/分
以上， 好在心脏瓣膜未听到杂音。”
该院心血管病主任中医师黄琳教授
说。 后经进一步检查， 黄琳诊断其为
心悸 （心气不足型）。 了解到赖小姐
是会计， 长期伏案工作后， 黄琳特别
叮嘱她去拍颈椎 X 光片。 果然， 检查
结果提示赖小姐有颈椎退行性改变。

黄琳指出， 赖小姐的心律失常很
明显与颈椎退行性改变有关。 事实
上， 临床上越来越多年轻人出现心律
失常病症， 排除其他原因后， 不少要
考虑和颈椎有关系， 医学上称为 “颈
心综合征”。 黄琳说， 低头玩手机、
长期伏案工作已成为引发颈椎疾病最
常见的原因， 而颈椎负荷增加常常是
“颈心综合征” 心绞痛的诱发因素。

黄琳介绍， 颈心综合征的常见症
状为心前区疼痛、 胸闷、 心悸或有颈
部不适、 手麻、 稍有头晕感， 心电图
出现缺血性心肌改变、 室性早搏或房
性早搏等。 而且这些病症， 如果用治
疗冠心病及抗心律失常的药物治疗常
无效或疗效不佳。
（《广州日报》 6.6， 何雪华、 李朝 /文）

����� “以前我只知道胆结石、 肾
结石， 但眼结石第一次听到 ！”
在浙江省眼科医院杭州院区角膜
病专科， 周小姐一脸难以置信，
直到护士从她眼里挑出一颗颗黑
色的结石， 周小姐才接受了这个
事实。

眼睛里怎么会长出结石呢？
该院角膜病专科副主任戴琦接诊
后 ， 只问了周小姐一个问题 ，
“是不是每天都像今天这样化
妆？” 原来即便来看眼科医生 ，
周小姐都妆容齐全 ， 眼线 、 眼

影、 睫毛膏， 一个都没落下， 特
别是睫毛 ， 浓密得像一把小扇
子。 周小姐说， 自己是朋友圈中
远近闻名的化妆达人。 天天浓妆
的她一画就画了 13 年， 有时候
晚上加班到很晚， 回家倒头就睡
了， 也来不及卸妆。

这段时间 ， 周小姐总觉得
眼睛里有异物， 眼睛干涩发痒，
看东西时模糊不清 ， 滴了眼药
水也无济于事 。 戴琦仔细检查
后 ， 诊 断 她 得 了 结 膜 结 石 。
“两边眼睑下， 有着一大片黑色

的结石， 部分结石已经露出结膜表
面， 不断摩擦眼球， 所以周小姐眼
睛有了异物感和视物不清。” 戴琦分
析， 这与周小姐多年浓妆有着密切
的关系。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但爱美
女性也应学会爱护眼睛。 戴琦建议，
应少化浓妆， 特别是内眼线， 化学
品对眼睛的刺激更为直接 。 另外 ，
卸妆要彻底， 特别是眼睑缘的卸妆，
建议使用专门的棉签擦拭。

（《杭州日报》 6.5，
柯静、 叶秋玲、 叶倩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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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深圳的叔叔阿姨千里迢迢来
给我送温暖， 我一定不负期望， 努力
学习， 奋发图强， 长大后回报社会。”
家住滩头镇香山村的留守儿童刘静怡
在接到慰问金和慰问品时激动的说。

近日， 深圳市大鹏新区公共事业
局、 隆回县卫计局、 隆回县计生协会
慰问留守儿童专题走访活动在隆回县
滩头、 岩口两镇举行。 此次活动共为
滩头、 岩口两镇 50 名留守儿童发放慰
问金 7 万元， 其中慰问金发放 5 万元，
书包、 文具等学习用品 2万元。

曾文 胡方 摄影报道

深圳大鹏新区慰问隆回留守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