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畸形牙公益援助活动受欢迎
椰城再掀正牙热潮

青少年牙齿矫正误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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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侯赛 通讯员 钟友廷

暑期开始了，但大多数学生并没有让眼
睛“放假”。电脑、iPad、手机等各种数码产品
的冲击，再加上各种暑假补习及兴趣班，用眼
健康问题成为不少家长最关心的话题。

海南省眼科医院视光中心医生刘俐
娜提醒，每到暑期，眼科医院就迎来学生
验光配眼镜和治疗眼疾的高峰期，家长要
在暑期格外关注孩子的视力，让孩子学会
健康用眼。

医生建议建立屈光档案

“幼儿出生不久后都处于远视状态，
随着生长发育，逐渐趋于近视。”刘俐娜
说，对于孩子来说，在一定年龄有一定程
度的远视是正常的。比如，3—6岁的孩
子远视度数在 175—200 度，6—8 岁为
125—150度，8—12岁为75度至100度，
至成年人逐渐过渡到正视。

有些家长不了解孩子发育过程中的屈
光状态，直到孩子出现了明显的近视情况
后才到医院检查。此时，采取预防近视眼
的措施可能为时已晚。如果建立屈光档
案，定期检查视力，家长就能及时充分了解
孩子的屈光状态。儿童屈光检查的周期一
般为每年两次，可以在寒暑假中进行。

近视应该尽早治疗

已经近视了，并且不断加深怎么办？

刘俐娜称，很多家长误认为戴眼镜对眼睛
有害，并且认为孩子轻度近视不必戴眼
镜，戴眼镜会导致近视加深，还影响眼睛
的外观。

科学研究表明，对轻度近视进行屈光
矫正能使视功能得到明显改善，而延迟戴
眼镜和少戴眼镜并不能延缓近视的发
展。发现孩子近视后，应及早进行配镜治
疗。儿童时期的屈光随着年龄变化而逐
渐改变，眼镜度数可能需要不断调整。

生活保健很重要

据介绍，环境因素是目前近视发病增
加的主要因素。照明不佳、照度低、阅读
光源欠佳都是学生视力低下和形成近视
的主要原因。此外，近距离工作、户外活

动时间不足（户外活动可以降低近视发生
的风险）或过度使用电视及视频终端都是
导致近视的元凶。

刘俐娜建议，儿童使用电子视频产品
每次不宜超过20分钟，每天累计不得超
过一小时。对于调节灵敏度下降的孩子，
可以采用远眺、经常打乒乓球、羽毛球等
方法缓解。

孩子在读写时也要讲究一定的姿
势。写字握笔时，手指离笔尖约3厘米，
拇指不能和食指接触，否则易挡住笔尖。

此外，还有一些需要长期坚持的生活
习惯。如保证充足的睡眠，注意合理饮
食，不要偏食挑食，不要过多摄入甜食，多
补充蛋白质、钙质、磷质、维生素、锌、铁等
元素。在学习40分钟之后，要让孩子的
眼睛放松一下。

海南省儿童医院预计
2016年投入使用
国内知名儿童医院给予技术指导

本报讯（记者马珂）近日，海南省妇幼保健
院（海南省儿童医院）的门口，又挂上了一块新
的牌子：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技术指导
合作医院。这块牌子意味着，在未来3年内我
省儿科医疗技术水平和学科发展将在重庆医科
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帮扶下得到更好的发展。
省内疑难病症患儿也将有机会得到重庆儿科专
家的义诊和会诊。

海南省妇幼保健院（海南省儿童医院）院长
向伟介绍，我省妇幼保健工作起步晚、底子薄。
虽然近4年医院得到快速的发展，2010年至
2013年，住院病人年均增长50%，门急诊年均
增长19%，但是相对我省600万妇女儿童的健
康需求而言，医院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还有
很大差距。

2011年，省政府正式批准海南省儿童医院
新建项目，并预计2016年正式建成并投入使
用。“以医院目前的规模，如何保证3年后的海
南省儿童医院顺利投入运营，对我们来说是个
挑战。”向伟坦言。

2011年，海南省妇幼保健院（海南省儿童
医院）开始“走出去”，积极向国内优秀的妇产科
医院、儿童医院寻求支援与合作。今年，该院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签署了为期3年的
合作协议。

按照协议，未来海南省妇幼保健院（海南省
儿童医院）每年将派遣2~4名医师、护士和管
理人员到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进修6~
12个月。而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也将
派遣高年资住院医师、中高级职称医师、护师赴
海南省妇幼保健院（海南省儿童医院）进行义
诊、讲学、查房等具体指导工作。同时，省妇幼
保健院儿科各专业治疗中的疑难病人，重庆医
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将通过会诊和转诊等方式
提供帮助等。

■ 本报记者 侯赛 特约记者 汪传喜

饱睡到中午、半夜吃夜宵、整天对电
脑成为暑期不少学生“宅族”们的通病。
在享受自由快乐的同时，也打破自己正
常的作息和规律，带来诸多健康隐患。

面对学生暑期“宅一族”，海口市人
民医院全科门诊专家周仲华表示，要当
心颈椎、视力和心理等问题的出现。家
长最好为孩子制定健康的作息时间表，
监督孩子严格执行。

作息乱成健康“杀手”

专家表示，学生“宅一族”长时间久
坐电脑前几乎不运动，会损伤颈椎和眼
睛。若是久开空调，还会出现头昏眼花、
肌肉紧张、呕吐恶心等症状。极度“混
乱”的作息还会导致人体免疫力低下，容
易出现精神疲倦，反应变慢，甚至学习能
力下降等。

此外，不少家长还希望孩子能在暑
假里好好“充电”，把孩子的学习计划排
得满满的。一些孩子不仅要“补学业”，

还要忙着“补才艺”，整天赶东赶西，不得
停歇。

专家提醒，夏季高温本来就使人体
胃酸分泌减少，消化功能减弱，容易造成
食欲不振。如果此时孩子再背上过重的
学习包袱，压力过大，不时出现抵触情
绪，更易导致厌食，诱发营养不良，出现

“绿豆芽”身材。
与之相反，还有不少孩子一到暑假

就放开大吃，碳酸饮料、冰淇淋、甜食甜
点、油炸食品等一样都不错过，一个暑期
下来很快变成“小胖墩”。这些食物热量
很高，还会大大降低人的食欲影响到正
餐，甚至伤及脾胃，引起肠胃不适或腹泻
等。

“补健康”比“补习班”
更重要

专家提醒，家长们在暑期要严防孩
子出现营养过剩，或营养不良的情况，保
证孩子的规律性饮食，一日三餐，在饮食
上注意营养均衡，谷类、蛋白质、乳制品、
水果和蔬菜是每日必备膳食。此外，给

孩子做饭时，食物的颜色搭配、感官效果
也很重要，要让孩子看一眼就喜欢，有

“想吃”的欲望。
对于喜欢吃冷饮的孩子，家长要有

所控制。让孩子少吃冰淇淋，少喝甜味
和碳酸饮料，多喝白开水才是夏日健康
之道。此外，夏季天热多汗，体内盐分
排出较多，人易出现乏力、厌食症状，在
补充水分的同时还需适当补盐。盛夏
易贪凉，家长还需提醒孩子切莫过度孵
空调，以免“空调病”缠身，影响身体健
康。

专家认为，学生在暑期“补健康”比
“补习班”更重要，家长要帮孩子处理好
学习、休息和娱乐之间的关系，保持良好
的生活习惯，做到学习、休息、娱乐三不
误，睡眠时间可比上学时多点，按时午
休。

暑期学生独自“宅”在家时，应控制
好用眼时间，注意用眼卫生，学习或上网
30 分钟后可远望几分钟缓解视觉疲
劳。另外，户外活动也必不可少，可在室
外温度不太高的时段，如清晨、傍晚的时
候多出去走走，运动方式可选择慢跑、游

泳、打羽毛球等。

暑期多做温和运动

周仲华建议，暑期可以让孩子有计
划地锻炼身体，每天早上可做两套广播
体操增强体质。游泳可以锻炼心肺功
能，每次可游10分钟至半小时，每周大

概两三次。但为了安全起见，最好选择
室内游泳馆。傍晚则可以和家长一起打
羽毛球。

“12岁以下的孩子，自我保护和平
衡能力发育尚不完善，一些运动并不是
人人皆宜。”周仲华建议，进行诸如滑板
等运动时，家长应尽量带孩子到专业场
馆训练，并让孩子戴好必需护具。

暑期学生“宅一族”
健康不容忽视

海南187医院第三届暑

期畸形牙援助公益活动，旨

在普及科学、健康的口腔正

畸知识，援助有牙齿矫正需

求的青少年和青年群体，帮

助他们树立自信，健康成

长。海南187医院口腔科为

此次公益活动提供技术支持

和项目援助基金，并开设口

腔正畸专家门诊，临床应用

国际数控隐形矫正系统及舌

侧矫正等国际先进矫正技

术，同时开展口腔健康教育

宣教、正畸专家免费咨询服

务。有正畸需求的市民可拨

打 活 动 热 线 0898-

66669187 进行咨询，也可

直接前往187医院口腔科咨

询。

俗话说：“爱笑的人，运气永远不
会太差”，新的台阶，新的征程，你还在
为自己的大龅牙而隐忍不笑或者笑不
露齿吗？你还在为自己牙列不齐而苦
恼自卑吗？寻找自信的机会来了——
由187医院口腔科特别推出的“正牙

正自信·暑期励志蜕变”暑期大型畸形
牙公益援助活动正式启动，暑期励志
基金已正式放送：凡有牙齿矫正需求
的青少年、青年群体均可申请励志基
金，更重要的是，中考、高考状元还将
享受免费正畸蜕变特别奖！

活动时间：
2014年7月1日——2014年8月15日

暑期励志计划:
正牙正自信，自信赢未来！
活动期间海南省、海口市中、高考状元，可凭身份证、准考证申请价值10000

元牙齿矫正全免激励（5名）

暑期美牙费用减免援助计划:
1、有牙齿矫正需求的市民可获得12%费用减免；
2、有牙齿美容修复需求的市民可获得15%费用减免
3、有需要做美国Beyond 第四代彩光美白市民可获得 20%费用减免；
4、有需要做牙齿完全隐形矫正的市民可获得20%费用减免。

187医院第三届
畸形牙公益援助活动

专家提醒：
青少年正畸误区多，家长可
来院免费咨询

目前，187医院第三届暑期畸形牙
援助公益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开展，很多

家长带领孩子前往海南187医院口腔
科咨询就诊，在咨询过程中，口腔正畸
专家发现，家长对青少年正畸的理解存
在许多误区。

疑惑：
牙齿矫正一定要到18岁？

“我家孩子牙齿一直不整齐，有点地
包天。原本想带他去整牙，可家人说孩
子才12岁，太早矫正牙齿不好，要等到
18岁以后。”一位前来医院咨询的家长
告诉记者。不少家长和她看法一样，认
为孩子成年以后，才是矫正牙齿的最佳
时期。

187医院口腔科马主任介绍，通常
11、12岁左右孩子的恒牙完全长齐。这
时，医生能够清楚掌握孩子每个牙齿的
位置，方便设计矫正方案，所以临床上
50%—60%的孩子都在11岁以后就可
以进行矫正牙齿。“如果孩子乳牙期或换
牙期出现地包天等错颌畸形，更要及早
进行治疗，否则成年以后，正畸难度将大

大增加”马主任表示，青少年时期属于牙
齿矫正的黄金期，一定要及早进行治疗。

矛盾：
矫正≠非拔牙不可

“孩子牙齿长得不整齐，听朋友说
要正畸必须要拔几颗牙。牙齿好好的，
不拔牙就不能矫正吗？”一位家长表示
很矛盾。187医院口腔科马主任称，矫
正牙齿是否要拔牙，是根据患者不同情
况来决定的。医生会秉承着尽量不拔
牙的原则制订矫正牙齿方案。另外，请
家长放心，矫正牙齿的过程中会逐渐关
闭所有拔牙留下的间隙，不需要后续镶
牙。

担心：
牙齿矫正后会松动

“牙齿矫正需要移动原来的位置，是
不是矫正后没以前牢固？”出于这种考
虑，这位家长迟迟没有下决心让孩子矫

正牙齿。
马主任说：“矫正牙齿就是要把牙齿

移动到合适的位置，根据牙槽骨和牙周
的更新周期，牙齿移动的速度大约1毫
米/月，在这个过程中牙齿会略显松动，
但矫正牙齿三个月以后，牙齿就完全恢
复到治疗前的稳固程度。”

烦恼：
满口钢牙影响形象

“这个隐形正畸真的很神奇，戴上牙
套完全看不出来。”一位带孩子来矫正牙
齿的家长说，孩子因为龅牙被同学取了
个“龅牙苏”的外号，变得很自卑，不敢开
口大笑。“这次带孩子来正畸，没想到效
果这么好，可以让孩子在无形中矫正牙
齿。而且，孩子戴上感觉很舒适，这下终
于松了口气。”这位家长高兴地说。马主
任谈到：口腔科引进先进的数控隐形矫
正系统，其具有舒适美观、周期短、无异
物感等特点，让患者在他人毫无察觉中
完成牙齿矫正。 （小珂）

www.hainankq.com
QQ：800025008

0898-66669187
4000889187

免费咨询、预约热线：

网址：

亲，微信我吧！

国家卫生计生委：

普遍两孩政策
尚无时间表

国家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
长杨文庄10日在北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随着人口发展态势、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
保护、环境利用等方面的变化，生育政策会作
出调整，但我国人口多的基本国情目前不会改
变，普遍实施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还没有时间
表。

杨文庄说，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人口形
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性变化，但我国人口多这
个基本国情目前还不会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
发展的沉重压力还不会改变，人口与资源环境
的这种紧张关系还不会改变，所以要继续坚持
计划生育基本国策。

他说，下一步人口政策和计划生育工作要
逐步稳妥地落实好“单独两孩”政策。随着我
国人口发展态势的变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
变化，随着国家资源环境方面的发展变化，会
对人口发展、生育政策作出调整。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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