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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假期期过过去去了了
小小近近视视眼眼又又多多了了
华厦眼科专家提醒：假近视到真近视最多3月，要抓住最佳矫正时机

本报记者 张建丽

采访华厦眼科小儿眼
科主任曹素燕的时间安排
在了下午接近下班时，“不
好意思，也就这会儿有点
时间。这段时间孩子来扎
堆看眼睛的特别多。”曹素
燕抱歉道。据她介绍，每个
假期都是孩子患上近视眼
或者视力度数加深的高峰
期。平时细心点的家长，一
般会在假期里带着孩子过
来看看视力情况，及时采

取矫正等措施。而多数家
长是在孩子开学后，发现
孩子学习比较吃力，写作
业容易错行或者看书时总
喜欢凑得很近。这才带着
孩子赶紧来医院检查眼
睛，所以这段时间就诊人
员比较扎堆。

“每个假期都是孩子
患上近视眼或者视力度数
加深的高峰期。”曹素燕
说。孩子放假在家，由于家

长还要上班，往往照顾不
过来，导致孩子看电视、电
脑，抱着手机的时间增加，
用眼强度增加，导致了视
力的急剧下降。

“现在的家庭一个孩
子的比较多，孩子玩伴比
较少，而出去玩家长又不
放心安全，所以多数孩子
除了上补习班就是呆在家
里。随着这两年电子产品
的普及，特别是手机、平板

电脑等屏幕较小的电子产
品，孩子长时间近距离盯
着玩，很容易造成眼睛过
度疲劳。”曹素燕表示，如
今孩子的近视问题已经成
为一个社会问题，并且近
视孩子的年龄在越来越低
龄化。除了一些家族遗传
的原因，孩子两三岁出现
近视，由于用眼不当成为
近视眼的孩子，七八岁的
年纪都很常见。

假期没人管过度玩电子产品 孩子七八岁近视眼已很常见

曹素燕告诉记者，发
现孩子近视眼后，一些家
长难以接受孩子眼睛看不
清楚的事实，担心一旦给
孩子配了眼镜，就成了终
生摘不掉的负担。然而这
种想法带来的后果也十分
可怕。曹素燕表示，在已知
孩子视力出现问题的前提
下，如果不能正规检查配
镜，近视的发展速度会更
快。此外，也有家长选择了
带孩子去一些治疗机构进
行针灸按摩等，往往疗效
不理想再到医院验光配
镜，有时也会耽误孩子视
力的最佳矫正时间。

记者了解到，近视分
为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
假性近视指的是眼睛在调
节存在的情况下，远视力
低于低于1 . 0，但是近视力
正常，佩戴凹球面透镜片
可使视力提高，但在调节
完全麻痹时验光却为正视
或远视。“假性近视持续时
间最长3个月，如果处理不
当就会变成真性近视，真
的就必须带着眼镜了。”曹
素燕说。

因此，她建议家长，如
果孩子出现阅读过程中喜
欢凑近、看远处物体喜欢
眯眼、读写过程中容易串

行、学习成绩提高困难等，
一定要尽快带孩子来正规
的医院进行检查，另外也
不可盲目地自行配镜，一
旦带上眼镜，假性近视也
无法再矫正回来。专业的
眼科医院，能为孩子们的
视力问题提供一系列办
法 。比 如 真 假 性 近 视 甄
别——— 睫状肌麻痹验光；
医学验光检查——— 更精准
测定度数；双眼视功能检
查——— 调节、集合功能测
定 ；眼 部 生 理 数 据 检
查——— 眼轴长度、角膜曲
率值测定等。针对假性近
视的治疗可以采用治疗性

药物、高品质的光学矫正
等帮助疲劳的睫状肌放松
到正常状态。

最后曹素燕提醒家长，
在孩子读书、写作业或者看
平板电脑、智能手机时，尽
量将时间控制在每半小时
休息五分钟的节奏，延缓近
视眼的发生和发展。可利用
假期进行出游活动，孩子通
过远眺风景，使眼睛得到很
好的放松。此外，为保护和
改善视力，应给孩子多吃富
含维生素A、维生素B1和
B2、维生素D、维生素E、钙、
锌、铬等营养物质的蔬菜谷
类。

假性近视持续时间最长3个月 处理不当就会变成真性近视

本报菏泽9月16日讯
(记者 张建丽 ) 为了减
轻血液病患者的经济负
担，日前菏泽市中医医院
设立了“菏泽市中医医院
疑难血液病诊治救助金”。
对于在该院血液病科住院
进行诊断和治疗的患者，
经济困难者可在享受国家
报销政策基础上，由诊治
救助金报销纳入统筹额费
用的20%。

记者了解到，血液病
由于发病率低，临床表现
无特异性，诊断需要做多
种检查，综合判断。许多血

液病为慢性病，治疗见效
慢，治疗时间长，患者依从
性不高。并且，血液病相关
检查相对特殊，费用高，检
查结果回报慢，许多检查
在菏泽无法开展。菏泽患
者需要去天津、北京等大
城市进行诊疗，多次往返
奔波。一般治疗费用高，多
达十几万、数十万。另外，
由于许多血液病无特效办
法，患者容易听信各种说
法，到处就医，服用各种药
物，采用各种办法，走了许
多弯路，花费高，还不见
效，耽误病情。

菏泽市中医医院血液
病科主任张子彦博士介绍，
针对以上情况，2014年9月
该科与中国医学科学院血
液病医院病理中心(天津血
液病医院)合作。目前菏泽
市不能开展的项目可全部
送至该中心。该中心是我国
水平最高的血液病医院，极
大地方便患者就医，菏泽患
者可以不出菏泽就能享受
到最高水平的诊断服务，取
得较好效果。

日前，为了方便患者就
诊，减少患者奔波多家医院
的麻烦，进一步减少治疗费

用，减轻经济负担，菏泽市
中医医院决定设立“菏泽市
中医医院疑难血液病诊治
救助金”。在该院血液病科
住院进行诊断和治疗患者，
经济困难者可在享受国家
报销政策基础上，由诊治救
助金报销纳入统筹额费用
的20%。必要时还可以请中
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
专家来中医院院会诊，加上
即将开展远程会诊系统，这
样可以大大减轻患者经济
负担，并且享受高质量的诊
疗服务，惠及广大血液病患
者。

菏菏泽泽市市中中医医医医院院设设立立
疑疑难难血血液液病病诊诊治治基基金金
诊治救助金可报销纳入统筹额费用的20%

我我国国民民间间对对节节气气有有许许多多讲讲究究，，
多多数数又又与与吃吃和和防防病病有有关关。。比比如如入入秋秋
后后天天气气渐渐凉凉，，又又到到了了““贴贴秋秋膘膘””的的时时
候候。。大大家家会会选选择择吃吃一一些些肉肉类类等等味味厚厚
的的美美食食佳佳肴肴。。在在此此，，本本报报提提醒醒市市民民

““贴贴秋秋膘膘””的的同同时时也也要要注注意意兼兼顾顾蔬蔬
菜菜，，尤尤其其可可以以多多吃吃些些具具有有防防癌癌功功效效
的的十十字字花花科科类类蔬蔬菜菜。。

中中国国营营养养学学会会建建议议，，每每人人每每
天天应应该该进进食食33 00 00——55 00 00克克的的蔬蔬菜菜。。
蔬蔬菜菜富富含含膳膳食食纤纤维维素素、、热热量量低低，，还还
一一些些蔬蔬菜菜担担当当了了一一个个重重要要的的健健康康
任任务务——— 抗抗癌癌。。流流行行病病学学研研究究及及
实实验验研研究究发发现现十十字字花花科科蔬蔬菜菜所所含含
重重要要成成分分的的异异硫硫氰氰酸酸盐盐具具有有抗抗癌癌
特特性性。。

新新研研究究发发现现，，与与不不吃吃十十字字花花科科
蔬蔬菜菜的的人人群群相相比比，，每每周周至至少少吃吃一一次次
十十字字花花科科蔬蔬菜菜的的参参试试者者肾肾癌癌风风险险降降
低低3322%%，，食食管管癌癌降降低低2288%%，，口口腔腔癌癌、、肠肠
癌癌和和乳乳腺腺癌癌均均降降低低1177%%。。

作作为为蔬蔬菜菜食食用用的的十十字字花花科科植植物物
主主要要有有：：

11 ..归归于于芸芸薹薹属属的的卷卷
心心菜菜、、花花椰椰菜菜((菜菜花花))、、绿绿
菜菜花花((西西兰兰花花))、、各各种种甘甘
蓝蓝、、大大白白菜菜、、小小白白菜菜、、
油油菜菜、、榨榨菜菜、、雪雪里里蕻蕻、、芜芜
菁菁等等。。

22 ..归归于于萝萝卜卜属属
的的萝萝卜卜、、大大青青萝萝卜卜、、
红红萝萝卜卜、、水水萝萝卜卜、、心心
里里美美等等。。

33 ..一一些些深深受受人人
们们喜喜爱爱的的野野菜菜，，如如荠荠

菜菜、、诸诸葛葛菜菜、、碎碎米米荠荠、、独独

行行菜菜、、芝芝麻麻菜菜等等。。
44 ..属属于于调调味味料料的的芥芥

末末、、辣辣根根等等。。
另另外外，，一一些些健健康康的的

蔬蔬菜菜由由于于烹烹饪饪方方式式不不
对对，，也也有有可可能能会会产产生生致致
癌癌物物质质。。比比如如经经常常吃吃多多油油
大大火火炒炒的的菜菜就就有有可可能能增增加加患患癌癌风风
险险。。因因此此，，蔬蔬菜菜还还是是清清炒炒、、水水煮煮好好。。
蔬蔬菜菜含含大大量量纤纤维维素素，，口口感感并并不不及及高高

油油脂脂食食物物好好，，尽尽管管如如此此，，
人人 们们 也也 不不 应应 该该 为为 了了
美美味味而而放放太太多多油油，，
破破坏坏蔬蔬菜菜的的健健康康功功
效效。。

刚刚刚刚食食用用萝萝卜卜
等等十十字字花花科科蔬蔬菜菜后后，，

不不宜宜马马上上吃吃橘橘子子、、梨梨、、苹苹果果、、葡葡萄萄
等等水水果果，，这这样样可可避避免免得得大大脖脖子子病病。。
已已患患大大脖脖子子病病的的人人也也应应该该注注意意，，这这
两两类类蔬蔬菜菜和和水水果果不不可可同同食食，，以以免免病病
情情加加重重。。

((张张建建丽丽 整整理理))

贴秋膘也要兼顾蔬菜

十字花科类还可防癌

一 个 假 期 过
后，一些家长会发
现孩子学习有些吃
力，看书时总喜欢
凑得很近，带到医
院检查才发现孩子
近视了。“每个假期
都是孩子患上近视
眼或者视力度数加
深的高峰期。并且
近视孩子的年龄在
越来越低龄化。”菏
泽市华厦眼科医院
小儿眼科主任曹素
燕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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