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视已成为孩子人生的“绊脚石”

2013年6月6日全国爱眼日，有关部门发布最新
调查数据显示：我国近视人口达4 .5亿，成为近视
世界第一大国。近视会对孩子的学习和生活
造成极大的不便和痛苦，成绩直线下滑。在升
学时因为近视问题又会对报考专业产生限
制，目前已有30多个专业将近视学生拒之门
外，近视每年度数都会加深，已成为孩子一生的
绊脚石！如果不重视还是产生严重后果。

第十五届国际眼科年会传来喜讯

600度以内近视无需手术即可摘掉眼镜

2015年3月，第十五届国际眼科学和视光学学
术会议上，角膜塑形组合技术引起了各国眼科专
家的广泛关注。这种技术无需手术，即可让20岁以
下青少年近视患者在短期内摘掉近视眼镜，恢复
正常裸眼视力。据了解，该技术自引进中国以来，
已让中国十余万近视学生成功摘掉近视眼镜，这
标志着我国已进入非手术近视矫正时代。

交流会期间，美国专家HansBleshoy先生和
DanielBell先生，对该项技术的科学原理进行了详
细阐述，现场的专家和众多眼科医院均对该项技
术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大家一致认为：角膜塑形
组合是目前青少年近视矫治的理想方法，近视学

生在科学的检查和规范的配戴
后，可获得有效矫正。

据DanielBell先生介绍，因
为这种组合技术检查较为严
格，所有数据都要经过美国专
家的分析调整才能够达到最佳
的矫正效果，目前这种技术仅

在国内专业的视光中心进行推广。
美国尖端技术来到中国

2002年，全球角膜塑形技术大会在加拿大成
功召开。目前，全球已有近60个国家和地区在推
广、使用这项技术，已成为非手术视力矫治方法
的最大亮点。在中国，该技术经历了10余年的临床
试验考察之后，在谢培英、褚仁远等国内知名眼
科教授的支持努力下，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2009年8月5日，中央电视台“健康之路”栏目采
访了北医大谢培英教授，对该技术的良好效果做
出了权威论证；由眼科教授褚仁远及23位国内知
名眼科专家编写的《现代角膜塑形学》，使这
项美国的尖端科技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学
科；目前世界各地的专家已经撰写了数百篇
的学术论文。在中国已有数百万近视学生通
过该项技术成功摘掉了眼镜。

专为中国学生设计的角膜塑形组合技术

非手术远离近视

中国学生每天的学习用眼量是欧美学生的2
-3倍，晚间通常有长达数小时的长时间学习用眼
状态。近距离用眼时，人眼会出现调节紧张、
集合、瞳孔缩小等现象，这时眼轴拉长，角膜
曲率增加，角膜塑形技术的效果被逐渐抵消。
这就是部分中国学生单纯使用角膜塑形技
术，度数还会增加的主要原因。

为此，2008年专为中国学生设计的角膜塑形
组合技术研发成功。我们知道小树长歪了，用木
棍进行矫治后，小树就会笔直的生长。角膜塑形
组合技术依据流体力学原理，通过在睡眠中使用
并借助眼睑的自然压力，对角膜进行整夜的健康
矫治，使角膜中心区平坦，周边区逆几何改变，重
塑角膜曲率，从而恢复正常视力。另外配合使用
一副智能防护镜，在晚上长时间用眼时配戴，利
用三棱折射原理，使入眼光线改变成两条平行
线，形成模拟望远状态，解除视疲劳，远离了近视
产生的根源，巩固了近视矫正的效果。

角膜塑形组合技术实现了矫正量大于用眼
量，解决了近视矫正的关键难题。同时配合一种
智能语音矫姿系统及光源防护体系，通过视清素
营养补充方法，实现了一种“日防、内补、夜治”三
位一体的近视矫正体系，使角膜塑形组合技术成
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近视矫正方法。
治近视为什么总花冤枉钱

日益增多的青少年近视患者已经让越来越多
的家长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孩子的视力越来越差
也会成为孩子美好未来的羁绊。遗憾的是，一旦患
上近视，迄今为止国际上尚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治
疗，而孩子的近视度数还会以每年50-150度的速度
增长。林林总总的近视治疗产品却让家长和学生在
近视矫正的误区中越陷越深，花了许多冤枉钱。

1、普通眼镜虽然满足了近视患者的日常生
活，但青少年在配戴普通近视镜读写时反倒加重
了用眼负担，不得不每年更换更高度数的眼镜；

2、近视手术只适用于18岁以上视力稳定2年
的近视患者，即使年龄适合但手术风险、术后
效果等问题均无法提前预知。同时，高度近视
产生的并发症和其他不可控的因素较多，难
以获得理想矫正效果；

3、迷信于部分仪器与训练的家长，忽视了仪
器、训练疗法必须间断学习，专门挤出时间治疗，
难以长期坚持，其疗效又容易被再次长时间用眼
疲劳所抵消的不足。没有认识到近视矫正的关键
性问题：治疗量必须大于近距离用眼量，结果是
仪器买了一大堆，度数依然增长；

4、某些宣传可治疗近视的治疗型产品也仅仅
只能缓解部分视疲劳，不可能真正摘掉近视镜。

林林总总的矫治方法、器械、药物、训练对
近视矫正的效果无法保证。近视是一种屈光
系统的病变，只有真正作用于屈光系统的矫
治产品才能真正矫治近视，而通过角膜塑形
组合技术摘掉近视镜，控制近视发展是目前国
际上近视矫正的最佳方法。

了了 解解 近近 视视 眼眼 科科 学学 防防 近近 视视
——— 近视矫正取得重大突破，非手术远离近视已成现实

麦迪格近视矫正中心
专业的青少年近视矫正专家就在您身边

【在麦迪格，您可享受以下VIP服务】
●独创的“日防、内补、夜治”的三位一体近视
矫正方法 ●角膜细胞分析仪、眼轴测量仪
等10余种仪器眼部检查 ●丰富的经验、众
多成功近视矫正案例 ●美国专家远程会
诊，角膜监测仪互联网实时监护安全无忧
●全天候24小时上门服务、视光连锁机构全
国联保

【健康视力来源于】
●先进的技术
●精密的仪器
●丰富的经验
●专业的人员
●完善的服务

矫正近视就到麦迪格
7-22岁、1000度近视以内的学生可体验摘眼
镜，并可免费领取168元“智能近视防护仪”
咨询电话：400-658-6616

张店区华光路德泰堂大厦19楼1901室(彩世
界商场西邻)

临淄店：临淄大道齐都国际A座12楼12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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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感受受自自然然中中那那牵牵动动心心灵灵的的声声音音
张店三中 初三四班 刘欣 指导教师 郑向成

夜空，星星留下了背影，
月光似水般，流畅，微茫，创造
出一片静谧的空间。

在漆黑的田野，蒙蒙弦月
投下一片诗意。此时，往往有
牵动我心灵的声音。

香味在身边萦绕，若有若
无的旋律还在耳边轻唱。幽
风穿席而过，卷起刚刚着陆
的枯叶，又是“沙沙”的合
奏，听起来既嘈杂又和谐。
我看着枯叶从地上飞起，越

过古老的石桥落入了水中，
仿佛听到了那一瞬间轻微
的坠落，它正伴随着那一层
层涟漪随风扑鼻而来。

没有恐惧，深墨色天空的
陪衬下，那些微妙又不易让人
察觉的声音，就这样成为了我
的回忆，属于我的世界只是过
去的，曾经的记忆。它引起了
我无数的遐想，无数的共鸣，
成为了牵动我心灵的耳语。

夕阳下的归鸟，脚下似乎

永远也走不完的路。风，带领
着无尽的的世界。

当陨落的鲜花在暮夏重
新开放时，你是否感觉到了
无数个你听不懂的声音在
悄悄说话。无数个细小的声
音在为自己的成功而自豪。
在百花争艳之时，你可否注
意一朵不起眼的小花在墙
角孤芳自赏，败落的花也在
回想自己的荣耀，在每个日
暮抬起头吟唱着——— 伴随

着暖暖的风，光洁的大地，
发出耐人寻味的节拍。

耀眼的霓虹灯，涌动的人
群，嘈杂的音调。我从不把它
们记在头脑中，因为我只爱品
味填满尘埃的世界里仅存的
一片圣地，他们往往是隐藏
的，但其中，必定有你不知道
的。而那些不同于现实的声音
也已飘入那古老的苍穹，只剩
下风流云散的斑驳碎片，牵动
心灵

耕耘心田,播种希望,成就明日之星。齐鲁晚报《今日淄博》与麦迪格联合推出《明日之星作文选》栏目，每周五与大家见面。刊发
淄博市中小学生优秀作文。小作者们以稚嫩的笔,书写着自己成长中的欢乐与烦恼。望读者们在品读他们纯真的表白中,分享他们
获奖的快乐，同时为全市中小学生提供一个写作交流的平台。欢迎全市爱好写作的中小学生踊跃投稿，投稿邮箱为qlwb_zb_fwh@
163 .com。

我我爱爱绿绿杉杉
张店区绿杉园小学 四年级8班 向致贤 指导教师：齐志东

“在那绿杉环绕的地方，
鲜花朵朵，绿树成行。”歌儿
唱的就是我的学校——— 美丽
的绿杉园小学。

一走进校园，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一个五颜六色的大
花坛。花坛里红的、绿的、紫
的，各色的花齐聚一堂，点缀
着我们美丽的校园。现代化
的办公楼、实验楼、教学楼矗
立在校园中央。每当天气晴
朗时，蓝天，白云，黄墙，红
瓦，相互掩映，构成了一幅美
不胜收的画面。

顺着楼梯来到教室，只
见教室里干净整洁，窗明几
净，一尘不染。每个教室都设
有书柜，书包橱，白板等设
施，一应俱全。扶着栏杆向操
场望去，四周栽满了高大挺

拔的树木，绿草如茵，鲜花盛
开。绿色的足球场与红色的
跑道，相互映衬，让人一看就
产生想运动的冲动。

漫步校园，路边满是挺
拔的树木。春天，花园里鲜花
盛开，争芳斗艳，桃花、梨花、
月季花都骄傲地把花顶在枝
头，香气四溢；夏天，这里枝
繁叶茂，参天大树遮挡住了
毒辣的阳光，给人带来凉爽；
秋天，柿子、苹果、石榴都熟
了，在枝头你挤我碰，好像争
着让人们去摘呢！冬天，数九
严寒，但高杆女贞、冬青、竹
子等依然翠绿挺拔。绿杉校
园，永远充满着绿色和希望！

绿杉，是我成长的摇篮，
是我学习的乐园，是我梦开始
的地方。美丽的绿杉，我爱你！

很小的时候，妈妈告诉我，树的梦
想是长高，才有了古树参天；星星的梦
想是闪亮，才有了繁星满空；花的梦想
是绽放，才有了姹紫嫣红。

梦想，是理想和希望。无论是动物
或是植物，还是世间万物，只要受到它
的驱使，就会激发出无穷的动力。而你
没有了理想，人生就如黑夜一般黯然无
光，反之，你的人生、你的世界都将绚丽
多彩。我的梦想是当一名经济学教授，
专门研究税务，我将为国家制定一套合
理的税收政策，既能满足国家经济发展
需要，也能让人民生活不受太大影响。

““痴痴””人人说说梦梦
张店八中 初一年级一班 赵祖豪

指导教师：李学敏

美美丽丽的的玉玉兰兰花花
张店区兴学街小学 五年级四班

张睿宇 指导教师：王旭

春天来了，玉兰花悄然开放，校园
一派生机勃勃。

校园里的玉兰花美得勾人心魄，令
人沉醉！一朵朵，大大的，洁白如玉，碧
如翡翠，紫如水晶……玉兰花不仅颜色
各异，样子也美美哒！她们有的高擎着
玉杯，有的托着弯月似的花骨朵，有的
还是个鲜嫩的小芽苞，上面布满细细的
绒毛，样子十分可爱。

绽放的玉兰，花瓣大大的，肉肉的，
一片、两片、三片……一共八片花瓣，她
们像一只只小鸟，在枝头歌唱，仿佛一
不小心就会飞走一样；又像一个个芭蕾
舞者，踮起脚尖，在悠扬的音乐声中旋
转，跳跃。

早春的校园太美了，最美的一定是
那如玉般纯净通透的玉兰！真可谓：“素
面粉黛浓,玉盏擎碧空,何须琼浆液,醉倒
赏花翁。”

衣衣橱橱里里的的母母爱爱
桓台县实验中学 2014级7班 周一鸣 指导教师：张晓芳

从小到大，每次旅行，
母亲都会为我收拾行囊，
那个令我安心的身影常常
埋在衣橱里，东翻西找，为
我选出适宜当天温度的行
装。

而最麻烦的，就是换
季的时节。衣橱表面皆是
上季的衣服，而当季的衣
服往往被埋在最深处。这
时，母亲就会一摞摞的往
外递衣服，堆在床上，像一
座座小山，微微摇晃。一
堆，一堆，再一堆。

那个弯着腰的身影终
于直了起来。但工程尚未
结束，她又要看看这件，挑
挑那件，最后把选好的放
在一边，再一点一点将拿
出的衣服放回。有时，我会

在 她 额 上 看 到 细 微 的 汗
珠，许是长时间在橱内翻
找，有些闷热。我伸手为她
拭去，她只是笑笑，从不会
说什么。

后来，我渐渐长大，开
始自己找衣服，可有时难
免时间紧迫，我便会喊一
声“妈！”，我知道，那边一
定有人会第一时间过来，
边 抱 怨 边 飞 速 地 替 我 翻
找，然后默默地将衣服递
给我，再静静离开，就像
风，春天的风，和煦而温
暖。

衣橱里的母爱，那是
给我生命，带我看世界，陪
我走过懵懂童年的人所给
予的，她或许不完美，但却
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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