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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着眼镜不论生活还是运
动都不方便，而且还不帅，所以
我们就约着一起来做个激光手
术。”在常州激光医院 3 楼眼科，
来自金坛华罗庚中学的张云和
张峰刚刚接受完术前检查，他们
告诉记者，他们学校每年都有许
多同学的近视眼是在这里激光
治好的，所以他们俩高考一结束
就相约赶来治疗近视。

每年随着高考一结束，都有
许多像张云、张峰这样的高中毕
业生，慕名前往常州激光医院眼
科咨询和治疗近视，今年更火
爆，大批学生扎堆来这里“涨眼
力”。12 日上午 9 点多钟，记者
来到激光医院三楼眼科，只见人
头攒动，门庭若市，就诊的队伍
排到了电梯口，他们大多数是来
治疗近视的。眼科老专家阎玉
冰被就诊的人团团围住，无暇接
待记者采访。她见缝插针告诉
记者，这几天来看近视的人，每
天达 60 多人，比往年同期增长
了20%多，其中90%是高中毕业
生。医院平时每周两次开机做
激光近视手术，现在为了满足大
家渴望早日矫治好近视的需求，
天天开机做近视手术。

今年 19 岁的吴霆宇是安徽
天长市第一中学的学生，刚刚结
束高考的他特地从安徽赶来治
疗近视。他告诉记者，他一直想
报考警官学校，这次高考考下来
感觉不错，估计能达到一本分数
线，就想早做准备，把近视治好
让视力也能达标。“眼睛手术是
关系孩子一生的大事，我也是多

方打听才带着孩子来到常州激
光医院治疗的。”吴霆宇的父亲
说，他有几个常州卫生系统的朋
友，是他们推荐他来常州激光医
院的，因为常州的许多医务人员
都是到激光医院做的激光矫治
近视手术，所以他才带着孩子跨
省来常州激光医院治疗。吴霆
宇是 12 日做的飞秒激光近视手
术，13 日上午到医院复查，原先
只有0.06和0.08的视力，都提升
到了 1.0，而且日后还会有所提
升，他非常开心。

据了解，常州激光医院眼科
2002 年即引进德国爱丽丝准分
子激光系统矫治屈光不正，2010
年在全省较早引进美国 Intral-
ase 飞秒激光矫治屈光不正系
统，2018年又引进了先进的蔡司
全飞秒激光SMILE3.0屈光不正
矫治系统，成为常武地区同时拥
有蔡司全飞秒激光、美国 IFS 飞
秒激光和美国威视 S4IR 准分子
激光矫治屈光不正系统的医院。
与此同时，还引进了多台先进的
眼科检查仪器，20多项严格的术
前检查，为医生制定并实施精准、
有效、安全的个性化近视矫治手
术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主诊医师王蓓主任，是国内
较早从事飞秒激光矫治屈光不正
研究应用的专家，近十几年来致
力于个性化角膜屈光手术对视觉
质量影响的研究，至今已成功实
施各种类型激光矫治屈光不正手
术 6 万多例，许多医务人员及其
子女，都慕名请她做激光近视手
术。 汤怡晨 张建国 图文报道

高考结束，大批学生扎堆激光“涨眼力”

本报讯“以前预期年化
收益5%的理财产品我都觉得
不高，没想到一年多的时间，
银 行 理 财 收 益 率 下 降 这 么
多。”日前，市民张先生告诉记
者，他的一款 2 年期的银行理
财到期后，面对理财经理推荐
的新产品，感觉有点无奈。

去年下半年开始，银行理
财产品收益率一路下行，截止
到今年 4 月份，银行整体理财
收益率跌至 3.95%。记者看
了一下，我市某城商行发行的
182 天的中低风险的理财产
品，起售金额 10 万元，预期年
化收益率 4.25%，而国有银行
类似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则

不足4%。
记者从我市银行已发行

和即将发行的银行理财产品
中发现，往常热销的半年期、3
个月等常规理财产品并未太
多现身，而 2 年和 3 年期的产
品如今成为明星产品。

我市多家银行理财经理
也表示，在当前行情下，锁定
收益、抵御利率下行，建议配
置中长期产品，目前市场上长
期理财产品很多。比如，前阵
子江南农村商业银行的一款
理财产品，产品期限为 604
天，业绩比较基准 4.8%，在众
多理财产品中，收益率很有竞
争力。同样在已经成立的理

财产品中，长期理财产品也很
多，比如兴业银行常州分行就
曾发行一款“稳利步步赢”的
产品，比较基准 4.3%-4.7%，
投资期限 714 天。我市不少
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理
财产品推荐中，也都出现期限
在2-3年的长期理财产品。

“购买长期理财产品，主
要目的是锁定收益。”我市某
国有银行理财经理表示，现在
市场面临流动性宽松和非标
投资萎缩的局面，预计银行理
财收益率短时间内很难回到
4.9%的水平，而且仍会有一定
的下行空间，建议市民提前做
好资产配置。 （宋菊）

理财产品收益率跌破4%

长期理财产品成为市场“新宠”

本报讯 近日，中天钢铁集
团在解决非调质钢的硫化物形
貌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进一步
提升了其切削加工性能，机加工
刀具寿命延长了30%以上。

据悉，目前工程机械、汽车
零部件制造等诸多领域都实现
了以非调质钢来代替调质钢，
含氮非调质钢以其性能优良、
高效节能，并且有利于环境保
护等突出优点，被誉为“绿色钢
材”。但是非调质钢切削性能
较调质钢差，为此往往需要往
钢中添加硫元素，而材料中硫
化物形貌的控制直接影响到材
料切削性能的好坏，如何改善

硫化物的性能，提高非调钢的
切削加工性能成为钢铁行业的
一大难题。

近年来，中天钢铁利用装备、
技术优势已实现了非调质钢的批
量生产，并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
院所开展紧锣密鼓的合作，着力
解决非调钢的硫化物形貌问题，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通过对非调
质钢的硫化物在冶炼过程实施镁
钙变性处理，其硫化物形貌得到
了有效改善，其有利于切削加工
的纺锤体状硫化物数量较改善前
增加了20%以上，下游用户机加
工刀具寿命延长了30%以上。

（李花 邓向阳 谢韵）

中天钢铁一项技术攻关获重大突破

延长机加工刀具寿命30%

本报讯 6月13日上午，东
部机场集团 2019 年岗位技能
竞赛启动仪式暨消防救援技能
比武在常州机场举行，来自南
京机场、徐州机场、常州机场、
连云港机场、淮安机场、盐城机
场、扬泰机场的 7 支消防队伍
参加了此次比赛。

本次技能比武包括了一
人三盘水带连接、消防 100 米
障碍、100 米负重跑、五人九
带灭火操等 4 个项目。常州
机场荣获团体比赛第一名，连
云港机场、南京机场分别荣获
团体比赛第二名和第三名。

东部集团人力资源部副
部长陈辉峰介绍，此次在常
州机场举办的消防救援技能
比武，是东部机场集团 2019
年岗位技能竞赛中的首场赛
事。该集团岗位技能竞赛将

采取“七场联赛、一场一赛”
的形式进行，在省内 7 家成员
机场分别举办 7 场比赛，进一
步提升全省机场服务保障水
平。

（周会平 马静 图文报道）

东部机场集团岗位技能竞赛

常州机场荣获团体比赛第一名

为了庆祝自己大学毕业，
常州小伙陈页佳近日办了一
场音乐会“毕业礼”，共演奏了
12首曲目，现场反响热烈。据
了解，陈页佳是南京艺术学院
音乐教育专业（师范类）学生，
跟随南京民族乐团原团长雷
建功老师系统学习笙演奏。

倪春华 吕洪涛 图文报道

“笙”贺毕业

近日，2019 年国际自行
车联盟场地一级赛及二级赛
在北京老山自行车馆开赛，
金坛区选送的优秀运动员翟
菲前（图右）荣获 2019 国际
场地一级赛青年组女子争先
赛冠军。
徐欢 徐罗林 高岷 图文报道

昨日，由新闸街道、五
星街道、荷花池街道举办
的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
推广大联动常州分会场活
动在芦墅公园举行。来自
3 个街道的 10 支代表队、
近百名太极拳爱好者参加
活动。
夏晨希 蒋博庆 图文报道

太极推广

勇夺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