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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8版

������宁远县卫健
局组织全县卫
健系统在全县
范 围 内 开 展
“智慧助老科普
行动” 及“健
康 知 识 科 普 ”
大型宣传活动，
图为重阳节前
夕在该县柏家
坪镇瓦渣坪村
开展的义诊科
普活动现场。
通讯员 朱纯璐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钱小艳）
湖南省医疗保障局、 湖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日前联合发布
了 《关于做好第五批国家组织
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结果执
行工作的通知》。 通知要求， 10
月 25 日起， 第五批国家集采药
品中选结果将在湖南执行。

据了解， 本次中选结果共计
61 个药品， 平均降幅 56%。 其
中， 利伐沙班片 (剂型： 20mg)
和 多 西 他 赛 注 射 液 (剂 型 ：
0.5ml:20mg和 1ml:20mg) 降幅超
过 97%， 将惠及广大患者。

通知要求， 全省各级公立
医疗机构、 驻湘部队医院全部

参加， 鼓励其他协议医疗机构
自主参加 (以下简称医疗机构)。
通知强调， 医疗机构要畅通中
选药品进医院渠道， 通过省采
购平台进行采购交易， 严格执
行中选药品价格， 严禁线下采
购， 严禁各种形式的二次议价。
约定采购量以外的用量， 医疗
机构可根据临床需要， 采购价
格适宜的药品， 但仍应优先采
购中选药品， 且中选药品采购
量在同期该通用名该剂型 (指
招标剂型) 药品采购总量的占
比， 原则上不得低于方案规定
的约定采购量比例。

从 61 种药品目录来看， 本

次集采品种覆盖高血压、 冠心
病、 糖尿病、 抗过敏、 抗感染、
消化道疾病等常见病、 慢性病
用药， 以及肺癌、 乳腺癌、 结
直肠癌等重大疾病用药， 相关
患者治疗费用将明显降低。

“给患者带来的惠利会很可
观。”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心血
管病学副教授、 副主任医师江
凤林分析， 以用于治疗高血压
心绞痛等疾病的酒石酸美托洛
尔片为例 （规格为 50mg 一片，
每盒 24 片）， 本次中选的价格
为一盒 2.4 元， 中选前为一盒
9.6 元， 价格从 0.4 元一片降到
0.1 元一片， 降幅达到 75%。

������本报综合消息 10 月 11 日， 国
家卫健委发布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
控适宜技术指南》 （更新版）。 据
悉，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结合最新的
政策要求和国内外学术研究进展，
组织安徽医科大学等专业团队对
2019 版 《指南 》 进行修订 。 新版
《指南》 对 2019 版的主体内容进行
了保留和完善， 着重体现了新形势
下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新知识、
新技术和新要求。

新版 《指南》 坚持预防为主，
要求实施经典的三级预防措施。 其
中， 一级预防是指普及近视防控核

心知识， 培养健康用眼行为， 建设
视觉健康环境， 增加日间户外活动
等； 二级预防是指筛查视力不良和
近视患病率， 评价远视储备状况，
加强分级管理， 发挥视力健康管理
效应； 三级预防是指倡导已经近视
的儿童青少年增加更多的日间户外
活动时间， 减少近距离用眼行为，
及时佩戴眼镜或采取其他矫正方法，
严格定期进行眼视光检查， 防控轻
度近视向重度近视发展、 重度近视
病理化发展等。

新版 《指南》 完善了近视防控
基本知识内容， 包括： 完善了 “视

力” 的名词解释， 规范了不同年龄
的视力水平的表达方法 ； 增加了
“正视化过程、 远视储备量、 屈光不
正、 屈光度” 等名词的规范解释。
综合考虑国内外学术研究进展， 按
照散瞳验光后验光仪测定的等效球
镜 （SE） 度数判断近视度数的分类
方法， 将近视分类更新为近视前期、
低度近视和高度近视； 新增按视光
学对近视分类的标准， 包括轴性近
视和屈光性近视。

新版 《指南》 完善了近视防控
适宜技术要求， 包括： 完善中小学生
视力定期筛查制度， 更新筛查频率为

每学年不少于 2次， 细化视力筛查年
龄范围， 补充学龄前儿童远视储备不
足筛查方法及中小学生裸眼视力下降
（≥4.9） 筛查技术流程， 增加无条件
配备电脑验光仪的地区筛查近视方
法； 更新 《儿童青少年近视筛查结果
记录表》 样式和内容， 结合儿童青少
年近视防控的户外活动干预研究和真
实世界研究的最新成果， 提出 “天天
户外 120， 校内校外各 60” 的要求，
即每天保证日间户外活动 120 分钟，
充分发挥课间 10 分钟、 上下午各增
加 30 分钟大课间、 结伴同行上学等
模式在近视防控中的积极作用。

��� 本报讯 （ 通讯员 何穰 黄永松） 寒露至，
凉风起， 又到了世界头号致残性疾病—关节炎
高发的季节。 10 月 12 日是 “世界关节炎日”，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湖南省中医
院） 关节骨病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董克芳提
醒， 养护关节要早预防、 早诊断、 早治疗， 防
止致残。

据了解， 目前全世界关节炎患者有 3.55
亿人。 在亚洲地区， 每 6 个人中就有一人在一
生的某个阶段患上关节炎。 董克芳介绍， 国庆
长假之后这几天， 该院门诊接诊的关节炎患者
比节前一周增加了五成左右。 日常生活中， 哪
些信号是关节在 “求救” 呢？ 董克芳表示， 当
关节有红、 肿、 热、 痛及活动受限的症状时，
就要注意了。 当关节发生急性炎症时， 可能局
部皮肤会发红； “肿” 指的是关节腔内积液或
关节周围软组织炎症导致关节肿胀； “热” 指
的是关节部位相对于周围皮肤温度摸起来发热
甚至发烫； “痛” 是关节炎最常见也是最主要
的表现， 白天夜晚都可发生， 休息时也可存
在， 活动时加重。 “活动受限” 是指因关节疼
痛肿胀或关节结构损坏出现功能障碍。

董克芳建议， 保护自己的关节要做好几个
关键点： 首先要避免关节的过度使用。 长时间
站立、 步行、 上下楼梯、 登山等活动都会过度
使用膝关节。 其次是避免体重超重。 肥胖和体
型粗壮， 势必增加关节负重， 所以超重时需要
控制饮食、 适当运动以减轻体重。 还要注意避
免关节受寒。 受寒会使关节周围的肌肉和血管
收缩， 造成血液循环不畅， 得不到良好的营
养， 也易引发骨关节炎。

新版近视防控适宜技术指南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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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关节炎日专家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