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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半骨盆假体成功置换

孩子护眼牢记 3 个
“20”

天津医院髋部巨大转移瘤患者重新站立

医疗动态

看电子产品 20 分钟 远眺 20 英尺（6 米）处至少 20 秒钟 防视疲劳控制近视

健康视点

主持人

天津市新闻名专栏
6 月 6 日是全国爱眼日。我市眼科医
院视光中心线上线下举行了形式多样的活
动，
帮助儿童、青少年及其家长了解近视防
控知识。2018 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
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发
病形势严峻，
且低年龄段近视问题突出，总
体 近 视 率 为 53.6% ，其 中 六 岁 儿 童 为
14.5%，小学生为 36%，初中生为 71.6%，
高中生为 81%，近视已成为影响我国国民
健康，尤其是青少年眼健康的重大公共卫
生问题。此次调查覆盖了全国 1033 所幼
儿 园 和 3810 所 中 小 学 校 ，总 筛 查 人 数
111.74 万，包括幼儿园儿童 6.92 万，各年
龄段中小学生 104.82 万。
视光中心主任李丽华表示，近年来由
于中小学生课内外负担加重，电子产品使
李丽华在指导学生正确坐姿，把胳膊支撑在下巴处是眼睛距离书本的正常距离 摄影郑欣然
用普及，用眼过度，用眼不卫生、缺乏体育
锻炼和户外活动等因素，我国儿童青少年
“近视发病年龄越来越小，
高度近视患者
生近视以及近视进展的重要原因。这是因为
近视发病情况严峻。她提醒家长要从幼儿
日益增多，这是近视影响孩子们光明未来的
近距离用眼时，睫状肌持续性收缩，
时间一长
园开始就关注孩子的眼健康，
通常二、三年
最大隐患。教师、家长和儿童青少年一定要
就会造成视疲劳。视疲劳的主要症状是感觉
级发生的近视，在幼儿园期间就能发现端
认识到近视对儿童青少年和社会的长远危
眼睛干涩疼痛、头痛、注意力不集中、畏光流
倪。一旦发现孩子近视，
在科学安排作息、
害，近视不仅仅意味着一副眼镜。”
李丽华说，
泪、视物模糊，不仅会造成用眼不适，影响学
饮食和用眼卫生的同时，
不要排斥戴眼镜， “按屈光程度，近视可分为轻度近视（-3.00D
习效率，还会加快近视的发生发展。2020 年
屈光度超过 100 度就建议戴镜矫正。她特
以内）、中度近视（-3.25D~-6.00D）、高度近
新冠疫情以来，儿童青少年近距离用眼时间
别强调，给孩子配眼镜不是简单的商品买
视（ - 6.25D~- 10.00D）和 重 度 近 视（ 明显增加。电子产品使用增多、户外活动减
卖，而是帮助孩子获得一个与大脑协调运
10.00D 以上）。孩子发生近视的年龄越小，
少，近期来复查的孩子确实出现了近视度增
行的新眼睛。15 岁以下儿童配眼镜一定
18 岁成年前发展成为 600 度以上的高度近
加较快的情况。尽管国内疫情渐缓，今后，孩
要经过散瞳等严格的医学程序，排除假性
视眼的风险就越大。高度近视对眼睛的破坏
子们上各种网课也会逐渐成为常态。这也是
近视后，
戴上合适的眼镜，让孩子获得一个
力极强，不仅影响视力、视功能，还是视网膜
对近视控制的一种新挑战。
”
李丽华说。
脱离、青光眼、黄斑病变等致盲性眼病的重要
李丽华说，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制定
舒适的视觉体验。
诱因。特别是视网膜脱离，高度近视患者发
的《儿童青少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近视预防
生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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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
（简称《指引》）已经提醒家长和同学线
儿童视力要遵医嘱定期复查
10 倍，年轻人高度近视患者尤其常见。
”
上学习期间，要特别注意用眼卫生，
做到合理
为了有效控制孩子的近视发展，学校和
选择和使用电子产品，确保科学用眼。
《指引》
尽量控制在 600 度警戒线内
家庭都要作出努力。家长在帮助孩子科学用
要求必须严控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线上学习
李丽华多年来经常在我市各大中小
眼的同时，要坚持定期复查孩子的视力，特别
时间，小学生每天不超过 2.5 小时，每次不超
学、幼儿园做眼健康公益讲座，每次都会提
是配戴眼镜后，每 3 个月至半年要去医院复
过 20 分钟；中学生每天不超过 4 小时，每次
到屈光度 600 度是近视防控的红色警戒
查视力，根据视力变化及时更换眼镜。
不超过 30 分钟。减少线上学习外的视屏时
线。
“通常高于 600 度的近视被称为高度近
间，除教育部门安排的线上教育时间外，其他
视。在我市和全国的各项近视调查中，值
用途的视屏时间每天累计不超过 1 小时。
防近视严控近距离用眼时间
得注意的是，
高度近视问题已经不容忽视，
电子产品的选择应尽可能选择大屏幕电
2018 年的全国调查显示，高三年级学生近
子产品，优先次序为投影仪、电视、台式电脑、
小学生线上学习别超 2.5 小时
视度数高于 600 度的占比达到 21.9%。”李
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手机；应选择屏幕分
丽华说。
“近距离用眼时间过长是孩子们过早发
辨率高、清晰度适合的电子产品；
使用电子产

“腱鞘炎、肩周炎、
网球肘等是骨科常见
病，其根本原因是无菌
性炎症和软组织损伤。对于那些应用口服药
物及理疗效果不佳的患者，医生常常建议封
闭疗法，也就是打‘封闭’。”我市第三中心医
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刘智说，
“所谓封闭疗法，
是医生检查病人找到局部压痛点，将一定浓
度和数量的强的松龙注射液和盐酸利多卡因
混合注射到疼痛部位，达到消炎、止痛的目
的。这种方法起效快，疗效显著，
但门诊中患
者常常以各种理由拒绝封闭治疗，他们中有
的认为‘封闭’只能暂时减轻疾病症状，并不
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的还认为打了‘封
闭’
后，
从此一直要打下去，不能停下来；
也有
些人担心应用激素有副作用。
”
刘智说，首先要给大家讲解一下封闭使
用的药物。激素的种类很多，如性激素、甲状
腺素和胰岛素等都属于激素。但在临床上如

专家谈病

健康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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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
“封闭”
治疗起效快作用明显
少量激素难成瘾患者无需担心
不特别指出则激素即指肾上腺皮质分泌的强
的松（泼尼松）类物质（又简称皮质激素）。它
们的发现和临床应用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
史，在医学上的应用十分广泛，
它们是形形色
色过敏的克星，具有免疫抑制的作用，
可用于
因不正常的免疫反应引起的疾病。在临床医
学的每一个专科里，它们都受到医生的青
睐。骨科医生看重它们的抗炎作用，能够改
善毛细血管的通透性，抑制炎症反应，
减轻致
病因子对机体的损害，用以治疗以上提到的
各种疼痛病症。同时使用的利多卡因，是一
种临床常用的局部麻醉药，它可以缓解疼痛，
增强效果。

皮质激素与其他所有药物一样都存在副
作用。如向心性肥胖，皮肤多毛；
抗感染能力
下降，伤口愈合速度减慢；还可加重胃肠溃
疡，诱发高血压、股骨头无菌性坏死等。但这
是长期、大剂量反复应用后才出现的现象，一
般短期的局部封闭治疗，不会引起这些反
应。当然，为了安全起见，
医生对于患有较重
的高血压、胃肠溃疡、糖尿病、精神病等患者，
总是慎重使用。为了防止感染，封闭注射应
在医疗单位进行。封闭后 48 小时内注意保
持皮肤清洁，防止污染。
打过
“封闭”
以后是否老是要打呢？刘智
解释说，
长期、
大剂量、
反复应用激素后可能出

品时，调节亮度至眼睛感觉舒适，
不要过亮或
过暗。
电子产品摆放位置应避开窗户和灯光
的直射，屏幕侧对窗户，防止屏幕反光刺激
眼睛。使用投影仪时，观看距离应在 3 米以
上；使用电视时，观看距离应在屏幕对角线
距离的 4 倍以上；使用电脑时，观看距离应
在 50 厘米（约一臂长）以上。电子产品（如
电脑）摆放时，应保证其屏幕上端与眼水平
视线平齐。

保护视力每天要晒太阳
常做晶体操有效缓解视疲劳
遵循“20-20-20”的护眼建议是儿童青
少年防控近视的重要举措，即看电子产品
20 分 钟 ，远 眺 20 英 尺（6 米）处 至 少 20 秒
钟，这“3 个 20”的原则是美国眼科学会用来
建议预防视疲劳的方法。李丽华特别强调
居家护眼最重要的是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
一是建议遵循“20-20-20”原则。二是学
龄前儿童不建议使用电子产品，应以家庭游
戏等代替，减少视屏时间。三是长时间使用
电子产品时，可尝试配戴防蓝光眼镜。由于
电子屏发出的光线中含有高能蓝紫光，对视
网膜有害且使用时间越长、频率越高，对眼
底伤害越大。
李丽华说，孩子们防控近视要合理分配
学习任务、合理制订学习计划，间断用眼，劳
逸结合。通常连续读写 30 至 40 分钟，远眺
或闭眼休息 10 分钟。在校学习、居家上网课
写作业姿势要正确。做到“三个一”：即眼睛
距书本一尺，胸前距课桌一拳，
握笔手指距笔
尖一寸；
近距离用眼环境要适宜，
要在充足光
线下读写，昏暗的光线下用眼容易造成视疲
劳，近视加深。夜间学习需开台灯：
台灯光源
无频闪，建议 35W~40W 白炽灯，台灯须放
置于主力手对侧，光源在视线以下，
同时打开
背景灯照明。不在走路、吃饭、卧床休息、光
线暗弱或阳光直射等环境下看书或使用电子
产品。
她还建议家长要确保孩子户外活动的时
间，每天不要低于 1 小时，最好达到 2 小时。
此外，可以适当做眼保健操、晶体操。眼保健
操力度要适中，以感觉到轻微酸胀为宜。晶
体操做法是双腿直立与肩同宽，双眼注视 5
米外的一个小物体，如一片树叶，注视 10 秒
钟，然后迅速注视自己的鼻尖 10 秒钟，再看
远处物体 10 秒钟，如此往复练习 10 分钟左
右，可以有效锻炼晶状体和睫状肌的弹性及
调节灵敏度，缓解视疲劳。

现习惯性及依赖性。习惯性是由长期反复使
用激素来缓解症状，
形成条件反射，停药后即
感到难受或恐惧，
此时给少量激素后，症状便
迅速消失。依赖性是某些疾病使用激素治疗
后，症状完全控制或部分缓解，突然停用激素
或较快地减少剂量，
原病即复发或者恶化，出
现所谓
“反跳”
现象。骨科应用封闭疗法，
一般
根据病情封闭一次或几次，
每次间隔1周，
一般
连续不超过 3 至 4 次。如需继续注射，
间隔时
间很长，所用的剂量也很小。所以，封闭治疗
后的病人很少有
“老是要打”
的现象。
打“封闭”时疼痛明显，这是患者不愿意
接受的另一主要原因，有时封闭以后的 1 至
2 天，局部疼痛可能略有加重，这些与药品
刺激、局部压力增高有关，很快就会消失。
封闭治疗后，对于疼痛的缓解时间长的可管
一年以上，短的数周，视病情轻重，时间长短
不定。
韩立强 陈颖

近日，天津医院骨与软组织肿瘤
科应用 3D 打印半骨盆假体，为一位
肾癌髋臼、股骨近端巨大转移癌患者
成功实施肿瘤切除和半骨盆置换术，使患者重新站立行走。
据了解，该手术实现了肿瘤切除后大段骨缺损的精确重建，同
时又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提高了肿瘤骨转移患者的生活质量，
填补了我市该领域的技术空白。
69 岁的张大爷是我市一名退休教师，曾做过右肾透明细
胞性肾细胞癌手术，三个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右髋疼痛，行走
等活动也受限，一个半月来症状持续加重。张大爷来到天津
医院骨与软组织肿瘤科门诊就诊，该科主任胡永成教授接诊
后，通过临床、影像、病理“三结合”的方式及详细询问病史后
确诊为肾癌髋臼、股骨近端转移。住院后的进一步检查发现，
张大爷转移瘤面积较大，在右髋臼周围形成了巨大的软组织
肿块，有可能已经累及右侧股骨头。由于病情复杂，院长马信
龙教授会诊后，全科室人员进行了术前讨论，认为普通手术方
案存在瘤体骨切除难度大，骨肿瘤切除后骨缺损重建困难，手
术出血多，甚至危及生命，
围手术期并发症多等诸多问题。医
生们最终决定利用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技术，切除骨盆巨
大肿瘤后，实施 3D 打印半骨盆假体置换术，手术更为精准、
更加个体化。
经过精心术前规划，缜密的术前准备，在马信龙院长带领
下，胡永成主任团队全麻下为患者顺利实施了手术，手术历时
4 小时，失血量 800ml，术后张大爷感觉右腿基本正常，生命
体征平稳。
孙德利

掌握六要点科学烹调储存
不让蔬菜营养偷偷溜走
蔬菜能给人体提供大量的水溶性维生
素、矿物质、植物化学物质以及膳食纤维，
对于提高人体免疫力、预防骨质疏松、糖尿
病、高血压等都有益处。我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非传染病预
防控制室专家提醒市民，如果烹调和储存方法不当，这些营养
成分就很容易丢失。日常生活中掌握烹调储存蔬菜的六个要
点，能最大限度保存其中的营养素。
吃新鲜蔬菜现吃现买 新鲜的西红柿、圆白菜、大白菜等
都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但是如果贮放时间较长，维生素 C 就
会大量地受到破坏。
先洗后切现炒现切 蔬菜不能先切后洗或者泡时间太长，
否则会丢失大量维生素 C 。因为维生素 C 是水溶性的，很容
易在水中流失掉。所以，蔬菜应该先洗干净再切。
多水量短时间焯水处理 沸水能破坏蔬菜中的氧化酶，从
而降低对维生素 C 的氧化作用。有些蔬菜焯了再吃更有利于
营养吸收，尤其是含有草酸较多的蔬菜，如菠菜、竹笋、茭白
等，吃之前焯烫一下可去掉大部分草酸。草酸在肠道内会与
钙结合成难吸收的草酸钙，干扰人体对钙的吸收。
做馅不要挤掉菜汁 洗净的菜剁碎后尽快放入已调好味的
肉糜中拌匀，剁菜时可能出现的少量菜汁很快渗入肉糜中，拌
好的馅马上就用，
不要放太长的时间再用。
尽量选择急火快炒 蔬菜长时间放在火上加热，
会大量损失
维生素C，
因此用急火快炒法，
可以减少维生素C的流失。烹调
蔬菜的时间不要太长,做菜汤时，
等煮开后再加菜，
煮时应加盖。
生吃蔬菜 生吃是菜肴制作中能较好保存营养素的方法
之一。此外，凉拌时加食醋，有利于维生素 C 的保存，加植物
油有利于胡萝卜素的吸收。
张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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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速递
烧伤康复指导和培训基地落户一中心
按照《天津市
“十三五”
康复医疗事业发展规划》总体安排，
市卫生健康委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了 2 家市级康复指导和
培训基地、8 家市级专科康复指导和培训基地申报和遴选工
作。烧伤康复指导和培训基地落户我市第一中心医院。该院
整形与烧伤外科是我市烧伤救治中心，
每年收治大量天津市及
周边地区烧伤患者，
危重烧伤救治水平居全国领先。该科较早
开展烧伤后期患者的康复治疗工作，
有专业的康复治疗设备和
经验丰富的康复治疗师。近年来，
该院将康复治疗前移至早期
烧伤救治过程，同时开展了中西医结合治疗烧伤脓毒症、瘢痕
术中放疗、
新型敷料在慢性创面的应用等特色新技术。该院整
形与烧伤外科与康复医学科长期配合进行烧伤后瘢痕粘连，
关
节功能障碍等患者的康复治疗，
取得良好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