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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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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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牵牵动动心心灵灵的的声声音音
新元学校 初二.三班 刘水青云 指导教师 房林靖

轻送的风，令人神清气爽，
云懒懒的静卧于天边，遥望花
丛，几羽蝴蝶翩翩起舞，清晨，
仲春……

清凉的风扑面而来，推开
窗，窗外的世界很大：杏花在露
珠的滋养下更加娇媚，纷纷撑
起粉嫩的裙在树枝舞绘一春。
只是我的心与这一切显得那么
格格不入，学习的痛苦将我折
磨的遍体鳞伤，好想偷享这美
好的清晨。

突然，“啪嗒”一声牵动了
我的思绪，我向四周望去，原来
是一只折翅的蝴蝶。那只蝴蝶
在拼命挣扎着，想要重新飞起。
我揉了揉眼睛，那是一道怎样
的伤口啊！那片残缺的翅膀让
我感到揪心的疼。在那湖蓝色

的身体上有一处泛着乳白色的
光，似一道神秘的弧线凝固在
了那美丽的翅膀上。

清晨的露珠有几滴不听话
的落在它的身上，我不知道那
是不是传说中的蝴蝶的眼泪。
蝴蝶的翅膀在努力的扇动，极
微小的扇动。每一次的扇动都
伴随着极微小的颤抖。渐渐的
它歪歪斜斜地飞了起来，可是
却那么的短暂，好像是一瞬的
离地，接着重重的坠落。再一
次起飞……再一次“啪嗒”声
响起……

那一声声的坠落是对蓝天
的渴望，生命的不屈！一声又一
声的坠落都牵动着我的心。与
其看它痛苦却无可相助，不如
给它一个起飞的空间。于是我

挪开了我的目光，挪动了我的
脚步。

“啪嗒”的那个声音，挣扎
时地无声的喘息皆牵动着我
的心。折翅的蝴蝶，不仅需要
一方起飞的空间，还有一份再
次起飞的勇气。而我们呢？我
们要做蝴蝶，做起舞的蝴蝶，
更要做折翅却重新起飞的蝴
蝶!既然成长给予了我们苦难,
我们就只能报之以满含泪珠
的微笑。

我坚信，那发声牵动着我
心的折翅的蝴蝶，现在，应该已
经凭借它的那份再次起飞的勇
气，飞向蓝天，起舞于花丛。

因为，透过它的伤口，我看
到了天边洁白的白云化作的炫
烂彩霞！

她她,,是是偶偶像像
张店三中 2013级7班 于欣雨 指导教师 王丽娜

她在我记忆中的样子，如春
意袭来含苞待放的花骨朵那样
娇美；似夏日中沐浴着阳光的那
一池青莲一般婀娜；更胜金秋时
一轮火红枫叶夺目；却也不失冬
阳下琼屋顶上莹雪的婉约……

美，是公认的美。如此众里
挑一，让不少人投来嫉羡的目光
但她却用似水柔情对待身边的
每一个人。令人刻骨铭心的，只
是她的柔情。

那百灵鸟般的歌喉时常回
旋在我耳畔，好似山间汩汩清泉
漫过心间,又好似太阳融融照在
北国白雪皑皑的屋檐无不透出
令人融化的暖意。余音绕梁，意
犹未尽……

但可惜的是，她从未走上过
万千瞩目与被闪光灯包围的红
毯，也没有万千粉丝在偶尔抒发
一下心情的微博上不停点赞！更
没有住进豪宅，享受着众星捧月
的奢侈。她只是奔波在三点一线
上。华灯初上，在盈盈灯火中缝
缝补补；夜幕降临，在袅袅炊烟
下哼着悦耳动听的小调，她过着
平凡的日子却又不失温馨。

我想这应该才是她真正想
要的吧，也许那些姹紫嫣红的诱
人名利只是梦幻泡影，柴米油盐
才是握在手里的幸福。

对的，她是我的母亲。请别
忘记去用力爱她！因为你的偶
像，把一切奉献给了你……

又是一个雨天，那颗槐
树点缀着点点繁星似的槐
花，在雨中飘摇。

凭栏遥望，看着窗外夜
雨飘摇，软软的雨丝中夹杂
着些许槐花的淡香，飘飘扬
扬洒进屋来。望着那雨中的
槐花，一阵淡淡地唯美袭来。
思绪早就随着花香，飘出了
窗外。可在窗前看久了，转念
一想，那在枝头上摇摇欲坠
的槐花，下一秒就会被卷入
风雨中，可它们仍能不卑不
亢地面对风雨。

这雨，来得匆匆，走的时
候也愣是匆匆。看到槐树下，
纷纷扬扬的槐花还在随着雨
后的微风舞动，带着一丝凉
意。我没有多想，顺手抓起一
件衣服便冲下楼去。

家中的灯，映在这含着槐
花的小水潭中，一片安详。我
伸出手，捧起那些落在草丛里
的槐花，它们的香还是那么的
淡，还是那么的清幽。并没有
因一场雨使它们落寞，使它们
黯然失色。它们不再高挂枝
头，但它们也能不卑不亢，不

卑不亢地飘落，不卑不亢地在
空中划出一条美丽的弧线。

抬头望着树上剩下的那
些花，花中也缱绻着一丝温暖
的凉意。这使我想到徐志摩曾
写的一句话：“花的责任，就在
于它春来所吸收阳光雨露的
精神，开成色香两绝的好花，
精力完了便自落地成泥，明年
再来过”。

残缺，并不代表美的结
束，而是象征着另一种美的开
始。是的，我所追寻的槐花，亦
是如此。

追追寻寻那那渐渐远远的的槐槐花花
新元学校 2014级7班 冯铄棋 指导教师：蒋楠

窗外，细雨如织，回忆的时
间如同从未断线的雨丝，无休无
止……

已经忘记了是怎祥与你相
识，只知道我此后的日子，仿佛
都被你一一点亮。我以为，这种
快乐会一直存在，却不曾想只是
种奢望。那是你年中最后一次考
试，这次我考得出奇的好。本想
和你一起分享这份喜悦，却迟迟
不见你的身影。我便拿着试卷，
去你家找你。

推开门，看到的是满脸泪痕
的你。你看到我，哭诉着说：“为
什么我考得那么差…”此时的我
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只是轻声安

慰。忽然，你瞥到了我手中的试
卷，那一瞬你眼中的情绪一一闪
过，快的我几乎捕捉不到。那双
眼睛里，交织着愤怒，气恼还有
失望。你冷冷地吐出一句话：“原
来你是看我笑话的啊。”瞬间，那
不可名状的悲伤，仿佛要将我掩
埋。后来，不管我怎么做，换来的
只是你冷漠的回应，一次一次的
误解让我们渐行渐远，最终成形
同陌路的两个人。或许是你忘了
回忆，而我忘了忘记。

又是一年，小亭的一角，绿
树红花点燃了整个院子，却只有
鱼儿嗜香而醉，我眺望街头，你
的身影会不会突然出现？

一一抹抹曾曾经经，，搁搁浅浅了了过过往往
张店三中 2013级1班 崔梦佳 指导教师 侯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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