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月6日全国爱眼日到来前，3岁的
坤坤在我市妇女儿童保健中心接受了视
力筛查，他左眼视力0.5，有275度远视；右
眼视力0.75，有200度近视。奶奶带着这
次检查的资料来到了我市眼科医院视光
中心主任李丽华的门诊，想咨询一下宝宝
是否需要戴眼镜。李丽华是首批全国综
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专家宣讲团成员，
2021年上半年里她已经做了180多场线
下线上的护眼科普讲座。作为我市综合
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医疗卫生专家组副
组长，她还带领医生、视光师完成了全市
54万中小学生的视力筛查。最近全市幼
儿园进入体检季，她和视光中心频繁接到
类似坤坤奶奶这样的微信留言和咨询，
“我的孩子3岁视力才0.6，还有250度远
视，是不是得赶紧矫正了？”“6岁的孩子双
眼裸视力1.0，没有远视，为什么大夫却说
我的孩子要预防近视了？”
面对这些疑问，李丽华说，0到6岁的

孩子视力发育尚不完善，他们的正常视力
不是以1.0为标准，还存在一定的生理性
远视，这被称为“远视储备”。通常3至5
岁儿童双眼视力在1.0以内，会伴随200
至270度的远视储备。200多度的远视储
备可以作为一笔可观的视力“存款”，作为
孩子上学后视力“消费”猛增的后援，能有
效“保护”孩子的眼睛不过早近视。“将近视
防控端口前移，积极保护0至6岁儿童的
远视储备，正在成为青少年近视预防的全
新切入点，并有望成为控制小学生近视的
突破口。”李丽华说，“坤坤的视力情况是很
正常的，家长需要做的是让孩子尽可能多
地减少近距离用眼时间，每天都能有2个
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让他在阳光下撒欢，
可以最大限度保护目前的视力状态，这样

坤坤上学后发生近视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

新生儿有600度左右远视
远视储备是眼睛的宝贵财富

李丽华说，一般情况下，新生儿视力较
弱，眼轴较短，只有 16 毫米，眼球相对
“瘪”。光线进入眼睛后，成像的位置在视网
膜之后，这就是远视。孩子出生后相当长一
段时间，眼睛都存在远视，这是正常现象被
称为“生理性远视”，也叫“远视储备”，是人
类眼睛自带的一笔宝贵财富。随着孩子慢
慢长大，眼球逐渐发育，眼轴增长，远视储备
也在慢慢消耗。不同的消耗速度决定了孩
子是否过早发生近视。

通常新生儿有600度至700度的远视储
备，到了4至5岁时有200至225度的远视储
备。6至7岁时有175至200度远视储备，这
些远视储备可以作为“储备粮”供“损耗”，“保
护”孩子不发生近视。随着生长发育，眼球的
前后直径相应延长，即眼轴不断增长，发育到
23毫米视力便逐渐趋于正常。这时候远视
储备基本消失，这一个过程被称为“正视化过
程”。如果眼睛发育到正视阶段或过早进入

比如6岁前进入正视阶段，眼轴继续增长，就
发展为近视。通常3岁入园幼儿眼轴在22
毫米，视力在0.5至0.6，远视在300度左右是
理想状态。

读书过多从小上网课
忙碌的孩子透支视力本钱

现在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孩子太忙户
外活动少、近距离用眼过度，比如小朋友在幼
儿园阶段就开始上网课、常看成人视觉标准
1.0视标设计的平板电脑和书、练琴都在消耗
远视储备，透支孩子的视力本钱，造成眼球
“正视化”速度提前。我市最新的筛查发现，
一些地区幼儿园大班20%左右的孩子已经
有了50度的近视。这说明这些孩子在6岁
时已经达到1.0的视力，他们的“正视化”提
前，远视储备过早耗尽，上小学后很快就会变
成近视眼。这也是三年级后儿童近视率激增
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一个孩子在8到11
岁时还有75度到150度的远视储备，那么他
发生近视的可能性将很小。

李丽华还提醒家长，如果孩子的远视度
数远远大于平均水平，比如6岁的孩子有

500度远视，这肯定是不正常的。这个时候
就需要及早检查，否则远视度数太高，小朋友
一直处于看近看远都不清楚的状态，就有可
能影响视觉发育，从而导致弱视。如果远视
过高就需要及早配镜，远视储备偏低，就需要
尽早干预避免过早发生近视。

正确用眼保护远视储备
确保每日户外活动2小时

如何保持孩子的远视储备在正常范围，
不过多过早消耗远视储备呢？李丽华说，最
重要的是让孩子到户外去玩耍，商场内的娱
乐休闲和运动对孩子视力保护作用不明显。
孩子的视力发育依赖光的刺激，最理想的就
是进行户外活动，每天不少于2个小时。大
家要注意避开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紫外线最
强烈的时间段，出门记得给孩子做好防晒。
孩子看电子屏幕的时间一定要严格控

制。原则上来说，不建议给2岁以内的孩子
看电子屏幕。实在无法避免的情况下，遵守
“20-20-20”法则。看电视、玩手机时，每
20 分钟，转动眼睛看 20 英尺（6 米）外的物
体至少 20 秒。对于2岁以上的孩子来说，每
天看电子屏幕的时间累积最多不能超过2小
时。注意不要让孩子连续看，每隔15至20
分钟就休息一下。 除了看电子屏幕，看绘
本、玩玩具等近距离用眼的行为也要注意，每
隔15分钟就让孩子休息一下眼睛，比如看看
远处、做做其他远距离游戏等。
最后，家长要给孩子定期做眼科视功能

检查，尽早建立眼健康档案，以便尽早发现问
题及时干预。如果家长只靠平时的观察和经
验，较难及时发现宝宝的视力问题。只有眼
科大夫借助专业仪器进行全面检查，才能对
宝宝眼睛的情况做出评估。一般从3岁起孩
子能较好配合视力检查开始，就应定期到正
规医院或机构进行验光和眼部检查，把验光
度数、眼轴长度等数值记录下来，为孩子建立
一份眼健康档案。孩子入学后更要每年至少
做一次专业的眼健康检查。8岁前发现孩子
远视储备不足一定要及时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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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户外常撒欢多攒视力“储备粮”
保护学龄前宝宝远视储备 可降低近视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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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瘀质痰湿质气虚质

三种体质是冠心病高危人群

医疗动态胳膊“挎篮”走路“划圈”

卒中康复警惕五大“坑”

冠心病是威胁中老年人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有的患者
常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坚持每天锻炼、饮食清淡、没有不良
嗜好，却得了冠心病？而有的人抽烟喝酒、饮食不注意却没有
得冠心病呢？

我市中医药研究院附院心病科王作顺主任医师指出，这可
能与中医体质有关。中医学上说的“体质”是指形态结构、生理
功能和心理状态方面综合的、相对稳定的固有特质，不仅表现
在个人的生理状态，也表现在对疾病的易患性及病理过程中疾
病发展的倾向性。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冠心病患者以血瘀质、
痰湿质、气虚质多见，且此三种体质与冠脉病变严重程度存在
一定相关性。

怎么辨别自己是不是这三种体质呢？血瘀质易脸色暗淡或
有色素沉着，皮肤常不经意间出现淤点，易患疼痛。皮肤常干
燥、不光滑，刷牙时牙龈非常容易流血。双眼经常出现红丝，经
常出现疼痛，非常容易心烦，记忆减退、性情急躁。女士多见经
痛、闭经或月经中有凝血团或紫黑色血块，舌色暗有点儿、块状
淤点，舌底静脉曲张，脉诊细涩或结代。

痰湿质群体较大的特性便是“心宽体胖”，腹部绵软肥胖
症。脸部的皮肤植物油脂较多，容易出汗且黏。胸闷气短，咳
嗽痰多，口粘腻或甜，身重难受。脸色浅黄或暗，眼泡微浮，易
困乏。排便一切正常或虚假，小便很少或微浑。舌体胖大，舌
苔白腻，脉滑。

气虚型的人肌肉一般不健硕，平常胸闷气短懒言，讲话没劲
儿。眼光少神，身体非常容易疲倦，非常容易呼吸短促。易出
汗，常常冒虚汗。口淡，嘴唇颜色少华，头发食古不化，头昏、记
忆减退。舌浅红，舌体胖大，便有齿印，脉诊虚缓。气虚的人容
易感冒，得病后抗病性工作能力弱，且无法治愈，非常容易患内
脏下垂例如胃下垂等。

这三种体质该如何调理，王主任给出了建议。除中药汤剂调
理外，还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调理。血瘀质平时调理，可以
多食黑豆、海带丝、海菜、萝卜、红萝卜、山楂果、醋、绿茶叶等具备
活血化瘀、消结、理气、疏肝理气功效的食材。少食肥猪肉等，维
持充足的睡眠。痰湿质平时调理，饮食清淡，少食白肉忌甜、黏、
油腻感的食材。应多食葱、蒜、藻类、海带丝、冬瓜、萝卜、金橘、芥
末酱等食材，可酌情考虑服食止咳化痰去湿气方。气虚质平时调
理，多吃养血健脾的食物，如大豆、薏米仁、平菇、红枣、干桂圆、
纯蜂蜜等。以柔缓健身运动。散散步、练拳等主导。平时可推
拿足三里穴。常盗汗、发烧感冒者可服玉屏风散防止。

陆静雷春香

近日，我市泰达心血管病医院接诊了
一名14岁少年。少年近几个月来时不时
就会心慌，一般需要几个小时才能缓解，最

近几天越发严重，除了心慌还有胸闷的感觉。父母赶紧带他来
到泰心医院就诊。经检查，静息状态下，小峥的心率高达每分钟
120至130次，心脏射血分数只有正常水平的2/3。医生确诊他
为心律失常房性心动过速。因房速持续存在导致了左心扩大、
心功能不全。

该院内六科主任王永德率队为小峥进行了心脏电生理相
关检查。在三维标测系统导航下，医生找到了引起小峥心动
过速的“根源”——左心耳，这一部位组织特殊，按照常规实施
内科射频消融治疗风险极高。加之儿童的左心耳比成人更
薄，射频消融风险更高，一旦穿孔，就会大量出血，导致心包填
塞，甚至危及生命。为了同时保证治疗效果和患儿生命安全，
医疗团队决定采取经胸腔镜左心耳夹闭切除，即外科微创手
术方案。这类患者如进行常规心脏手术是在胸部正中大切口
长约20厘米，医生容易观察术野、把控风险，但患者创伤相对
较大；外科微创手术则是在胸部侧切口，长度仅2至3厘米，利
用腔镜辅助观察术野及操作，医生操作难度相对较高，但患者
创伤小。该院内外科会诊后，医疗团队针对小峥的身体情况
制订了精细的个性化手术方案和应急预案。

该院外三科主任王正清率医疗团队为小峥实施了左心耳
切缝术。术中，医生熟练操作胸腔镜，找到左心耳的准确位
置，用特制切缝器完整切除左心耳。切除后心电图即刻显示，
患儿心律转为窦性，心率下降至每分钟70次的正常水平，手术
圆满成功。术后，小峥胸闷、心慌的症状完全消失了。手术切
口小、创伤小，术后不久，他便顺利康复出院。

王鹏

少年心率每分钟高达120多次
泰心医院胸腔镜微创成功切除左心耳

近年来，脑卒中（脑
梗死、脑出血）在人群中
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发
病后由于中枢神经系统

损害，患者出现肢体瘫痪、吞咽困难、言语
不清等功能障碍。患者和家属很容易陷入
迷茫、混乱、焦虑的状态中，有的对治疗急
于求成、有的颓废萎靡……我市人民医院
康复科赵卓越是一位资深脑卒中康复治疗
师，他根据多年治疗经验总结了脑卒中患
者康复路上的五个“坑”，掉进这些坑，就很
可能让卒中患者出现胳膊“挎篮”走路“划
圈的异常运动模式。
病情稳定了再做康复 赵卓越说，卒

中后康复的最佳时间是在发病后6个月以
内。患者发病后只要生命体征平稳，症状
体征不再进展，应尽早按照医生们制订的
个体化、循序渐进的方案，接受康复治疗。
脑卒中轻到中度患者，在发病后24小时可
以进行床边康复、早期离床期的康复训练。
把患者照顾得“无微不至” 在医院

常常看到，一些患者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床上坐起来需要搬，上轮椅需要抱。有些
家属和患者认为，得病了应该好好“养
着”。赵卓越说，无微不至的照顾会成为患
者生活自理的“拦路虎”。其实很大一部分
患者通过短时间康复指导，就能够独立完
成吃饭、起身、挪动等日常生活动作。一些
瘫痪重、认知差的患者，只要科学规范坚持
康复，在反复训练后，多数也能够达到自理
或者半自理。

活动越多好得越快 赵卓越说，查房
和做康复治疗的时候，常常听到家属埋怨
病人“你就是太懒了，必须得刻苦锻炼”，谁
谁就是自己拼命练好的等等。事实并非如
此，脑卒中发病后，由于损伤了中枢神经，
患者出现上肢屈肌占优势，下肢伸肌占优
势的异常运动模式。在没有专业医生指导
下“苦练”，反而会强化异常运动模式阻碍
正常运动模式。这也是很多脑卒中患者留
有胳膊“挎篮”，走路“划圈”“补零”等后遗
症的重要原因之一。

训练矫正必须强制 赵卓越说，肢体各
关节的被动活动及主动活动贯穿于脑卒中

患者的整个恢复期。临床上，常见一些患
者和家属，希望通过“强制性”训练或矫正，
“帮助”患者恢复到病前的肢体状态，这是
非常错误和危险的。脑卒中患者康复期
间，关节活动不能超越正常活动范围，同时
要格外注意活动角度和方向的把握，否则
不仅会引起疼痛，还会导致韧带断裂、关节
腔内慢性炎症。许多偏瘫患者自己锻炼
后，出现“肩膀疼”“手肿手疼”“大胯疼”等
问题，而这些可以通过早期康复指导、规范
训练避免。
多多练习就能越走越利索 赵卓越

说，绝大部分脑卒中患者和家属的心态是
一开始担心焦虑，病情稳定后，又会期待尽
快恢复行走等功能。很多心急的患者都要
求家属搀扶自己在医院的走廊里，扶着扶
手练习站立，缓慢步行。他们常认为康复
过程是家属搀扶着行走——自己扶着扶手
行走——独立步行。这种康复观念也是
“坑”，掉进去，影响后半生。特别是有些患
者，在还不具备独立坐、站能力的时候，就
想练走，不仅容易摔倒受伤，还极有可能导
致躯体、关节不可逆损伤。这好比家长搀
扶五六个月大婴儿站起来走路。强行的步
行训练不仅不会帮助患者，反而会出现膝
关节过伸，就是迈步时膝盖咯噔响不受控
制、“划圈”步态、健腿过度负重导致关节或
肌肉疼痛。而这些通过正确的康复指导和
训练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李哲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简称血研
所）日前宣布，该院多部门通力合作，采集重
型β地中海贫血患者自身动员的外周造血干
细胞，通过CRISPR-Cas9基因工程技术改
造，提升造血干细胞向红细胞分化合成血红
蛋白F的潜能，达到了改善贫血、摆脱输血依
赖的治疗目的，为β地中海贫血患者带来根
治新希望。这意味着我国基因工程技术应用
于血液病研究处于世界前沿水平。
据了解，CRISPR/Cas9基因工程技术是

国内首个获国家药监局批准开展临床试验的
基因编辑疗法产品和造血干细胞产品，用于
治疗输血依赖型β地中海贫血。我国有约
30万输血依赖重型／中间型地贫患者，长期
输血及祛铁治疗使得很多家庭因病致贫。在
血研所接受此次治疗的患者今年12岁，已经
接受输血治疗多年。2020年11月18日，小
杰接受了这项国际上最新型的干细胞疗法。
自体干细胞回输第24天血液中性粒细胞成
功植入，第37天血小板成功植入，12月28日
小杰顺利出仓。在医护团队的精心照护下，
小杰的血红蛋白稳步、持续增长，目前已脱离
输血3个月，5月6日治疗满6个月血红蛋白
超过了90g/L，达到了临床缓解水平，符合出
院标准。 柴子越

基因编辑治疗
地中海贫血初现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