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括医务、管理、
安 保 、保 洁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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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工作人员

直接或间接接触
新冠病毒感染者的

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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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专家和业内人士认为，
儿童代言美妆产品行为涉嫌违
法，应整改下架违法内容，加强平
台监管。朱巍指出，广告法明确
规定，不得利用不满10周岁的未
成年人作为广告代言人。在针对
未成年人的大众传播媒体上，不
得发布医疗、药品、化妆品、美容
广告以及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
康的网络游戏广告等。有关平台
应尽快下架违法视频，整改相关

板块，对存在违法行为的家长、审
查不严的平台依法追责和教育。

专家建议加强对监护人的宣
传教育，改进学校美育工作。北
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德良
说，监护人应该更加慎重，不可
为短期利益，让儿童过早接触成
人世界。幼儿园和学校也应重视
美育，培养青少年鉴赏美创造美
的能力。

此外，还应规范儿童彩妆市

场发展。2021年 6月 18日，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就《儿童化妆品
监督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公
开征求意见。刘忠表示，征求意
见稿对儿童化妆品的安全性评价
进行了严格要求，但惩处力度还
稍显不足，监管措施仍需进一步
加强。同时规范儿童彩妆广告用
语，让确有需要的儿童用上无毒
无害的美妆产品。

（新华社太原9月14日电）

今年 9 月 12 日是第 17 个中国预防出生缺陷
日。出生缺陷不仅严重影响儿童的生命健康和生
活质量，而且影响人口健康素质。什么是出生缺
陷？哪些原因会导致出生缺陷？如何避免出生缺
陷的发生？近日，记者就此采访了郑州大学第三附
属医院产前诊断中心副主任医师刘灵。

“出生缺陷是指婴儿出生前发生的身体结构、
功能或代谢异常，是导致早期流产、死胎、婴幼儿死
亡和先天残疾的主要原因。”刘灵医生介绍，常见的
出生缺陷有，无脑畸形、脊柱裂、先天性心脏病、唇
腭裂、生殖器官畸形、遗传代谢病等。

刘灵医生表示，出生缺陷发生的成因较为复
杂，有遗传因素，也有环境因素，包括营养、疾病、感
染、用药和接触有害物质等因素。目前，我国重点
推广出生缺陷三级预防措施，包括进行婚前医学检
查和孕期保健、孕期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新生儿
筛查。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出生缺陷率。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民康则国健。如何避免出
生缺陷的发生？刘灵医生提示：

1.注意调整生活习惯。备孕前，应该注意自己
的饮食健康，在怀孕前的三个月可以开始服用叶
酸，叶酸可以很好地预防神经管畸形。除此之外，
备孕的妈妈还应多吃一些水果蔬菜，补充丰富的维
生素，尽量保证较为规律的生活作息。不宜吃辛辣
刺激的食物，不宜熬夜，有抽烟喝酒习惯的女性也
应尽早戒除。

2.婚前检查是必须的。结婚前应主动去做一
次婚前检查，不应隐瞒遗传性病史和家族史，听从
医生的指导。

3.禁止近亲结婚。近亲结婚不利于优生，它是
“隐性遗传病”得以传宗接代的主要原因。近亲婚
配，由于夫妇有共同的祖先，很可能继承相同的致
病基因，使后代患隐性遗传病的风险大大增加。

4.定期进行孕期筛查。怀孕后应定期进行产
前筛查，包括孕早期NT、孕中期大排畸、孕晚期小
排畸超声检查，还有唐氏血清学筛查和无创 DNA
筛查，必要时进行产前诊断。

5.进行新生儿疾病筛查。新生儿出生后应及
时做新生儿疾病筛查和新生儿听力筛查，对缺陷儿
童及早诊断，选择最佳的手术矫正时机。 （人民）

最新版医疗机构内新冠病毒感染
防控技术指南来了

这些人员要实行闭环管理
为进一步做好医疗机构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预

防与控制工作，最大限度降低感染发生，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近日印发《医疗机构内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指南（第三版）》，要求对
部分重点科室、部门工作人员实行闭环管理。

指南要求，对参与相关诊疗工作人员要加强管
理，必要时，可集中封闭管理，并根据疫情流行情况
和防控要求进行核酸检测，需要时可合理开展胸部
CT、血常规、抗体检测等检验检查。收治新冠病毒
感染者的隔离病区工作人员实行闭环管理。

针对发热门诊，指南明确，接诊入境、国内中高
风险地区以及集中隔离点发热患者等高风险人群
的发热门诊，所有工作人员要严格闭环管理。

对于收治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定点医院及病区，
指南要求，定点医院隔离病区所有工作人员（包括
医务、管理、安保、保洁、餐饮、医疗废物收集转运
等人员）及其他直接或间接接触新冠病毒感染者的
工作人员（包括专门为新冠病毒感染者提供服务
的影像学检查等医务人员、闭环管理人员的通勤
车司机等）应当严格实行闭环管理，工作期间安排
单人单间集中居住，所有人员在驻地与定点医院间
两点一线出行，固定通勤车辆，不得在定点医院内
安排驻地。

指南表示，医疗机构应当合理调配人力资源和
安排班次，优先保障隔离病区、发热门诊及核酸检
测等重点部门的诊疗需求，医务人员相对固定，缩
短可能暴露的时间，避免医务人员过度疲劳，提供
营养膳食，保障医务人员充分休息。

（徐鹏航 邱冰清）

本报讯（记者 吴英模）中秋节将至，各
式月饼纷纷上市，在这些月饼中，一些外
包装“喧宾夺主”的豪华月饼礼盒也见于
市面。不过，从2023年 9月起，外包装“喧
宾夺主”的现象将不再发生。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新修订的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
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3年 9月 1日正
式实施。新标准严格限定了包装层数要
求，食品中的粮食及其加工品不应超过三
层包装，其他食品和化妆品不应超过四层
包装；修改了包装空隙率限量要求及计算
方法，增加了外包装体积检测、判定规则
和不同商品的必要空间系数。

新标准涵盖 31 类食品、16 类化妆
品 ，包 括 茶 叶、酒 类、糕 点、保 健 食 品
等。这意味着，2023 年 9 月起，消费者购
买以上商品将无需再为“喧宾夺主”的外
包装烦恼，少了“扔了不忍，留着无用”
的尴尬。

那么今年三亚月饼包装情况如何？
连日来，记者走访市场发现，今年的月饼
价格与往年持平，包装大多走简约风。

在蓝海购物广场客润佳超市，月饼柜
台占据“C 位”，上面摆满琳琅满目的月
饼。记者注意到，上架的盒装月饼以佳宁
娜、水晶宫、广州酒家、美心、金九等品牌
为主，包装多以红色为主色调，烘托喜庆
的气氛。材料方面，有铁盒和纸盒，皆为
普通材质，未出现过度修饰或过度包装情
况。

“今年的月饼包装以简约为主，夸张
的包装不多见，价格、品种跟往年差不
多。”客润佳超市月饼柜台销售员说。

“过度包装已经远远超出了包装本身

的基本功能，将包装成本附加到消费者身
上，既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又损害
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消费者陈先生说。

那么，消费者在购买食品或化妆品类
商品时，如何快速判断是否存在过度包
装？

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消费者可以通过“一看、二问、三
算”，简单判断月饼等商品是否属于过度
包装。一是看商品的外包装是否为豪华
包装，包装材料是否属于昂贵的材质。二
是在不能拆开包装的情况下，要问包装有

几层，层数是否符合要求。三是测量或估
算外包装的体积，并与允许的最大外包装
体积进行对比，看是否超标。

以月饼包装为例，与月饼直接接触的
纸质或者塑料包装即为第一层，依次向外
数，有几层包装就是包装层数。需要注意
的是，产品固有属性的材料层以及紧贴销
售包装且厚度低于 0.03 毫米的薄膜不计
算在内。

此外，除直接与内装物接触的包装之
外，所有包装的成本不超过产品销售价格
的20%。

从这5点出发
让宝宝无“陷”健康

豪华月饼外包装“喧宾夺主”？记者走访发现——

三亚月饼包装走简约风
2023年9月起，国家出台强制性标准对“过度包装”说不

市民在三亚客润佳超市选购中秋月饼。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中国国际时装周
在京落幕

9 月 13 日，模特在“歌中歌 x 马樱”闭
幕秀上展示时装设计师马樱设计的时装。

9 月 13 日，2022 春夏中国国际时装周
闭幕式在北京举行，除上演“歌中歌 x 马
樱”时装发布闭幕秀之外，还颁发了中国
十佳时装设计师、中国十佳职业时装模特
等各项中国时尚大奖。设计师邓兆萍获
得第 25 届中国服装设计“金顶奖”。

新华社记者 陈建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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稚嫩的脸庞，成人的模样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当

6 岁的女儿提出“想要美妆套
装，化优雅熟女妆”时，山西太
原市居民秦女士十分意外。
一番询问过后，秦女士发现，
在幼儿园中，少儿美妆博主颇
受欢迎。小朋友争相购买少
儿“网红”推荐的美妆产品，带
着口红、眼影等一起玩耍，还
有的热衷模仿，拍摄“美美的”
美妆视频。

记者 搜 索 发 现 ，在 小 红
书、B站、好看视频、快手等社
交媒体平台上，少儿化妆的图
文视频不在少数，有的发布在
少儿美妆博主的主页上，还有
的在成人博主的主页中穿插
发布。

“刚过完5岁生日，化个纯
欲蜜桃妆”“精致女孩都应该
用，我都用了8瓶了”……短视
频中，香甜音乐背景下，身穿
露肩装的少儿“网红”卷出成
熟的发型，娴熟地化上一层层
粉底和眼影，对着镜头嘟嘴眨
眼，用清脆的娃娃音熟练介绍
化妆品，引导网友购买，俨然
一副出入社交场合的大人模

样。
“商家和平台为了经济利

益忽视价值取向。”在山西省
运城市当幼师的刘婷说，想变
美、想被很多人喜欢是小朋友
的共性，商家和平台利用了这
一点，助推美妆穿搭风潮在儿
童中流行起来。

“少儿美妆博主受捧的背
后是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儿童
美妆产业。”广东省化妆品学
会常务副秘书长、暨南大学生
命 科 学 技 术 学 院 教 授 刘 忠
说。有电商平台发布数据显
示，2020年国内儿童彩妆销售
额同比增长了 300%。“85 后”
妈妈成为主动给孩子购买化
妆品的主力军。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儿
童化妆品”发现，产品种类繁
多，口红、腮红、眼影等一应俱
全，店铺十分活跃。直播电商
从业者黄小树（化名）指出，快
速发展的儿童美妆企业有旺
盛的广告需求，一个在小红书
上拥有10万粉丝的博主，每接
一单广告就能获得数千元收
益，可谓获利可观。

让孩子过早化妆、当博主
实在“坑”娃

对一些家长而言，为孩子拍
摄短视频，小范围上传发布，可
以记录生活、锻炼孩子的口语表
达。但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多数
少儿美妆博主实际上是由成年人
策划制作内容交由少儿“网红”
进行表演，以“吸睛”为目的，获
取流量为商家做广告，进而赚取
利益，纯粹记录生活的博主少之
又少。

营造人设，打造少儿美妆博
主，不仅“坑”了自家娃，也“坑”
了别家娃。

——儿童易沉迷其中，滋生
攀比心理。有家长观察到，为
了推销产品，少儿美妆博主常
说“幼儿园小朋友都在用”“快
让妈妈给你购买吧”，对儿童激
励作用明显，“一旦听到，转脸
就让我购买产品”，或者跟同学
比着买。

化妆、拍视频的动作会在儿
童心中留下痕迹。一位网友留言
道：“太爱模仿了，时常看到闺女
对着手机偷偷化妆，嘴里说着美
妆博主常说的话。”

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赵占领认为，美妆产业细分领域

众多，若将注意力投入其中，会
耗费大量精力，侵占儿童的学
习、户外活动等时间。且社交媒
体具有一定的成瘾性设计，儿童
过早接触美妆、“网红”等，容易
沉迷其中，还会引起同伴间的效
仿，引发攀比。

——化妆品使用低龄化、泛
化倾向明显，不合格儿童彩妆产
品盛行。多位受访专家指出，目
前儿童彩妆的使用存在泛化倾
向。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皮肤美容科主任医师丁慧说，
儿童彩妆产品并不是大众类产
品，它是为艺术类、演员模特等
方向的孩子设计的，供他们在特
殊场合短暂使用，但目前少儿美
妆博主等的宣传并没有交代这一
点，只是一味推荐购买。

此外，儿童化妆品市场存在
诸多乱象，家长若无甄别能力，
很容易买到不合格产品。彩妆研
发师、美妆博主王芳观察到，市
面上很多所谓的儿童彩妆声称专
为儿童开发设计、无毒无害，实
际上把产品包装成儿童玩具进行
销售；还有的厂家在送检、备案
时只显示“化妆品”，删去“儿童”

等字眼，规避有关部门对化妆品
的严格检查。

“彩妆含有大量人工合成的
色素和粉剂类成分，而且油彩的
防腐成分很多，合格的儿童彩妆
产品都会对儿童皮肤造成负担，
不合格的彩妆产品，可能还会给
儿童的呼吸系统等造成损伤。”
丁慧说。

——部分视频内容传递软色
情信息和容貌焦虑。记者观察
到，一些少儿美妆博主所说所写
的“心机”“绿茶”等内容呈现成
人化趋势，甚至包含“纯欲”“斩
男”等软色情词汇。“这些内容被
小孩子说出来，又被小孩子看
到，影响太恶劣了。”秦女士说。

“过早地让孩子接触化妆，
不会让孩子建立对‘美’的正确
认识，一些孩子的审美观会变得
非常单一，还会使其忽视对心
灵、智慧上，以及自然美和多元
美的追求。”中国政法大学传播
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消协专家
委员会专家朱巍认为，美妆风潮
低龄化也意味着物化女性、容貌
焦虑等倾向过早地传递到儿童
身上。

儿童代言美妆产品涉嫌违法
专家呼吁加强平台监管

健康资讯健康资讯

跟5岁女童学化“纯欲蜜桃妆”——

儿童美妆博主风潮
该“ ”了

新华社记者 李紫薇 韩依格

教化妆、代体验、
防踩坑，一些靠谱的美妆博

主是不少爱美人士的心头好，也
受到诸多美妆品牌的青睐。然而，这

股美妆风过早地刮向了孩子。社交媒
体平台上出现了一批打着“全网最小美妆
博主”“跟着萌娃学化妆”等噱头的少儿

“网红”。
值得注意的是，背后的成年人赚得盆

满钵满，表演和观看的未成年人却可能
因 过 早 接 触 物 欲 世 界 而 三 观 迷 失 。

此外，专家指出，引导少儿进行美
妆产品代言，并拍摄上传视

频涉嫌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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