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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网红眼药水在加拿大被禁
眼睛疲劳切勿盲目
“补水”
武汉晚报讯（记者武叶 通讯员吴晓敏）由日本
参天制药生产的 FX 眼药水，被称为“眼药水界的爱
马仕”。不过，日前媒体爆出，包括 FX 在内的 6 款日
本网红眼药水，被加拿大列入禁售名单，并指称这些
产品可能存在严重的健康风险。
记者走访中了解到，因长期使用网红眼药水出
现眼部不适的患者，确实大有人在。21 岁的小王是
一名大三学生，因为爱玩手机游戏，经常感觉眼疲
劳。半年前，她通过网络代购买回某网红眼药水，
顿时感觉找到了提神“神器”，用完便不断回购。最
近，小王发现眼睛干痒厉害，到汉阳爱尔眼科医院检
查发现，她患上了严重的干眼症，还伴有角膜上皮
损害。
为什么眼药水越点越干？汉阳爱尔眼科医院角

膜病科牛晓光主任介绍，这一类网红眼药水由于成
分复杂，长期使用容易损伤眼表、角膜上皮细胞及结
膜杯状细胞，尤其是眼药水含有的甲级硫酸新斯的
明、扑尔敏等成分，有可能使干眼越来越严重。
“越是好的眼药水，越接近于眼泪的天然成分，
润物无声。能让眼睛感觉清凉激爽的，往往含有刺
激性成分，事实上对眼睛是有伤害的。”牛主任表示，
对网红眼药水应保持理性，偶尔使用确实可以缓解
疲劳，但切勿长期依赖。
他提醒，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干眼症人群越来
越多，不少人误以为点眼药可以“补水”，其实干眼的
类型非常多，需明确病症后才能对症下药，盲目“补
水”不仅有可能“越点越干”，还有可能对眼睛造成损
伤，引发其他视力问题。

14 岁男孩只认手机不认父母
武汉晚报讯（记者毛茵 通讯员安烨）一脸无所谓
表情的儿子和手足无措的父亲 6 月 10 日一起走进心
理诊室。父亲痛苦地说：
“ 这孩子只认手机，不认父
母，根本不和我们说话，偶尔开口就是凶巴巴的几个
字‘没钱了’
！”
武东医院心理科赵孟主任安抚了这位焦虑的父
亲后，单独和孩子聊天，终于知道了原委。佟佟（化
名）今年 14 岁，是一名初二学生，一直以来性格偏内
向，在学校没有什么朋友。父亲在建筑工地干活，晚
上回家晚，回到家就是喝酒，骂骂咧咧后呼呼大睡；母
亲在别人家做钟点工，做了别家的晚餐常常顾不上自
家孩子的伙食。平时父母之间话就不多，即使在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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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这是他在
“求关注”

是各人抱着手机玩，跟佟佟的交流更是谈不上。
“他们
起父母的关注，还可以带来一些报复的快感，不知不
生了我，根本不在乎我。上学期我考英语交白卷，这
觉中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变本加厉地让自己越变越
学期在学校跟同学打架，老师打电话给他们，他们只 “坏”，坏到父母无法忍受开始着急。
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话。我倒是希望他们打我骂我，
心理治疗师赵孟认为，随着社会的压力变大，越
好让我也吵闹发泄一下！”佟佟感觉很孤独。看到手
来越多父母忘记了与孩子的交流，慢慢变得不会交流
机不离身的父母，佟佟也故意在父母面前玩手机打游
继而害怕交流。不会想想孩子为什么发脾气，为什么
戏，甚至慢慢学会了抽烟、喝酒、深夜不归，并产生了
有异常行为。有时为了自己轻松就直接把手机扔给
厌学的情绪。等父母发现情况不对再对佟佟进行劝
孩子打发他，完全忘记了孩子真正需要的是父母的陪
导时，佟佟已经听不进了，只要父母一说话佟佟就会
伴及正确的引导。赵孟提示，长期如此会导致孩子过
控制不住地想发脾气，说一些刺激父母的话。
早地出现叛逆，甚至是心理问题。在孩子的成长过程
赵孟意识到，一开始佟佟只是单纯地想知道手机
中，父母永远是最好的镜子，你希望孩子成为怎样的
为什么会那么吸引父母，当他发现玩手机不仅可以引
人，你自己首先要做那样的人。

理财
童心画兵兵 共迎军运会

长江日报武汉农行向全市小朋友发出邀请函
武汉晚报讯（记者程思思）兵兵是谁？他是
一条可爱的中华鲟，是最受宠爱的小萌宠，他是
武汉军运会的吉祥物。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简称"武汉军运会"，
将 于 2019 年 10 月 18 日 至 27 日 在 中 国 武 汉 举
行，这是我国第一次承办综合性国际军事赛事，
也是继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国
际体育盛会。
去年 11 月，军运会吉祥物“兵兵”对外亮相，
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长
江流域的洄游鱼种——中华鲟。
中华鲟棱角分明的外形和逆流而上、洄游迁
徙的习性与军人坚韧硬朗的气质高度契合；中华
鲟作为水中生灵，象征中国以柔克刚、游刃有余
的文化思想；中华鲟含“中华”二字，且主要生活
在长江流域，表明东道主身份；中华鲟物种稀有
罕见、历史悠久，需要加大保护和宣传力度，充分
体现军运会人文关怀和生态保护理念；吉祥物取

名“兵兵”，有军人的意思，发音简单，朗朗上口。
为迎接军运会这一盛大活动，长江日报报业
集团、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分行，
推出大型公益活动
《我爱军运 我画兵兵》，共同庆祝军运会的到来。
活动邀请 4 至 12 岁的小朋友参加，绘画作品
尺寸不小于 16 开、不大于对开（19cmX27cm～
55cmX79cm），小朋友们创作完成后，作品需拍
摄成 JPEG 格式，每幅作品像素要大于 1M，但不
超过 5M。
作品可以图片的形式直接上传至活动官方
报名二维码，也可上传至 QQ 邮箱 4720857@qq.
com，并 留 上 姓 名、年 龄、学 校、班 级 及 联 系 方
式。同时请参与者将原作邮寄武汉市江岸区金
桥大道特 113 号新长江传媒大厦 513 室林女士
收，联系电话 139 7105 4777，注明《我爱军运
我画兵兵》，我们会妥善保管，获奖作品将在颁奖
仪式展出。
活动分为幼儿组（4-6 岁）、儿童组（7-9 岁）、

光大银行留学旺季优惠活动——GIC 业务
GIC 业务是由加拿大金融机构签发的金额
为一万加元的担保投资证明。光大银行与加拿
大丰业银行合作办理 GIC 业务，可帮助 客 户 减
轻 签 证 资 金 负 担 、简 便 签 证 手 续 ，提 高 签证成
功率。
加拿大丰业银行是加拿大官方指定的 GIC
业务办理银行之一，境内由光大银行提供代理收
集、审查、传递客户相关申请资料以及购汇、汇款
等一站式出国金融服务。光大银行 GIC 业务优
势众多：1. 业内首家：光大银行是加拿大使馆指定
办理 GIC 业务的首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经验丰

富，能及时处理各种问题；2. 速度快：光大银行与
加拿大丰业银行实现开户系统对接，1-3 个工作
日可完成开户，GIC 证明整体完成时间在 2 周左
右，速度优势明显；3. 网点全：光大银行所有网点
均可受理 GIC 业务，加拿大丰业银行是加拿大五
大 银 行 之 一 ，有 176 年 历 史 ，在 加 拿 大 全 境 有
1000 多家网点，在其任意一家营业网点都可办理
激活。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到光大银行武汉分行任
意网点办理 GIC 业务享惊喜好礼！优惠活动期
间，到光大银行办理 GIC 业务免收 200 元手续费。

少年组（10-12岁），
所有作品将通过线上和专家投票的方式，
按组
别选出人气奖18名，
创意奖 30 名（含人气奖）。
前 30 名的选手作品，将在长江日报 APP 上展出。 前 18
名的选手作品，将在《武汉晨报》上刊出。排在前 30 位的选手，
将受邀参与在市民之家举办的颁奖仪式暨优秀画作拍卖仪
式。并现场获赠武汉市军运会官方授权兵兵纪念品，
颁奖仪式当天，30 位选手将集体创作书画长卷：
“ 我爱军
运，我画兵兵”，此长卷将在解放公园展出，并作为礼物赠予武
汉市军运会组委会。
现场 30 位选手的作品，将制作成丝巾，进行拍卖。拍卖收
入将捐赠给湖北省慈善总会为贫困家庭的儿童，购买画笔。
所有参与活动的小朋友们，可到现
场观摩，并获得纪念章和荣誉证书。
你们心中的兵兵是什么样的呢？
小朋友们请拿出手中的画笔，以军运会
吉祥物兵兵为蓝本，尽情创作吧。
（在报
名过程中，如遇到任何疑问，可电话咨
询：139 7105 4777）

渤海银行“房抵经营贷”
产品正式上线运营

近日，在渤海银行武汉分行与国创集团战略合作协议
签约仪式上，渤海银行武汉分行与易融租“房抵经营贷”产
品正式上线运营。
据悉，根据战略合作协议内容，渤海银行武汉分行与
国创高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将在批发、零售、资金结算等
业务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
渤海银行武汉分行此次联合易融租网络科技（武汉）
有限公司推出“房抵经营贷”产品，主要致力于为小微企业
主和个体工商户提供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该产品以房产
抵押为担保方式，由银行自主审批，流程简化，能够放速审
批放款，额度最高可达到 200 万元，期可长达 10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