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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视与近视有何区别？

龙登虹说，在门诊中，就经常遇到
很多小患者因为“看不清黑板”来院就
诊。其中很多孩子从来没有规范地检
查过视力。而且很多家长也容易陷入
一个误区：孩子视力不好一定是近视
惹的祸。

“其实未必！”龙登虹指出，弱视、
斜视和近视并称为儿童三大常见眼部
疾病。据统计，我国3亿多名儿童中
约有1000万人是斜弱视患者。

“事实上，弱视完全不同于近

视。”龙登虹解释，近视多发于学龄
期7-12岁人群，是环境因素和遗传
因素等造成的“看远不清楚，看近清
楚”的眼部疾病。通常情况下，近视
患者佩戴眼镜后，视力可以得到矫
正。而弱视则多见于学龄前儿童，
戴眼镜矫正视力不能达到正常范
围，常伴有斜视、高度屈光不正、屈
光参差等疾患。

“很多家长一听说孩子弱视，就责
怪孩子：‘谁让你老是看电视、看电脑、
玩手机？’其实弱视的孩子也很无
辜。”龙登虹解释，弱视是在儿童视觉
发育期间出现的疾患，是由于异常视

觉经验（单眼斜视、屈光参差、高度屈
光不正以及形觉剥夺）而引起的单眼
和双眼最佳矫正视力下降，眼部检查
无器质性病变。

龙登虹特别指出，儿童视觉发育的
关键期为0-3岁，敏感期为3-9岁，双
眼视觉发育6-8岁成熟。弱视诊断时，
要参考不同年龄儿童正常视力下限，
3-5岁儿童正常视力参考值下限为
0.5，6岁及以上为0.8。

龙登虹提醒家长，弱视最主要的
危害是视力低下，若不及时治疗会导
致缺乏完善的双眼单视功能以及精确
的立体视觉，成为一个睁着眼睛的“立
体盲人”，对将来职业选择上有很大影
响。

弱视的症状有哪些？

孩子弱视的表现和近视、远视的
症状很相似，不易被发现，加之孩子太
小，很少定期查视力，弱视就更容易被
家长疏忽。

龙登虹提醒，弱视的早期发现，最
重要的还是要依靠家长的细心观察和
定期视力检查。别等到上学后体检才
发现，耽误了弱视的治疗。

“如果孩子有斜视，看东西时总喜
欢歪着头，或者总是眯着眼睛看东西，
就要特别警惕弱视。”龙登虹建议，家
长要教会孩子看视力表，定期让孩子
识别与认知，以便到医院检查视力。

“婴幼儿不会描述，也不能配合视
力检查，可以采用简单的遮盖试验来大
致了解双眼的视力情况。”龙登虹表示，
如遮盖婴儿的一只眼睛时其哭闹不安

或撕抓遮盖物，则说明该被盖眼视力尚
好，孩子不愿意家长遮住他视力好的眼
睛。相反，若遮盖后孩子很安静，则说明
该眼视力可能不好，应尽早到医院检查，
采取必要的检查或治疗。

弱视筛查要从婴幼儿开始

龙登虹指出，患儿年龄大小，是决
定弱视治疗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年
龄越小可塑性越强，治疗效果越好。
所以，弱视应尽早治疗，弱视的筛查应
该从出生时就开始，0-3 岁是关键
期。如果在视觉发育敏感期内（9岁以
前）治疗，弱视有可能得到完全矫正。
一旦视觉发育成熟，也就是年龄大于9
岁，那么治愈甚至改善的希望都非常
小。

龙登虹介绍，屈光矫正和遮盖疗
法是治疗弱视的主要方式，治疗的
原理是让弱视眼多看多用，来提高
视力和恢复双眼单视功能。所以家
长要及时带孩子到医院，先做眼部
检查排除眼部疾病，再通过散瞳验
光明确孩子的屈光状态，必要时通
过戴眼镜矫正屈光不正和屈光参差
的问题；积极处理原发疾病如斜视
等。另外，在医生指导下同时采用
遮盖疗法和弱视训练以及精细的视
觉训练。

龙登虹提醒，幼儿期一旦发现弱
视，就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诊断治
疗。在此过程中，家长、学校、幼儿园
和医院都要密切配合，家长需要保持
良好的就医依从性和耐心，定期到门
诊复查，直至把弱视治愈。

家长须知：小儿弱视比近视更严重

莫让孩子成“弱视”群体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通讯员 彭晓芳 实习生 唐小璇

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除了口腔健康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关注，很多人也十分注重
自己的牙齿美白，不少人会在网
上购买各种牙齿美白的工具，在
家美白牙齿。近日，在微信朋友
圈里有一些微商出售的美牙仪受
到很多消费者的欢迎。商家声
称，只要在牙齿上涂一层凝胶并
戴上泛蓝光的美牙仪，就能让牙
齿变白。

不过，也有不少消费者提出
质疑：这些美白仪安全吗？会不
会有副作用？对此，海南口腔医
院修复科副主任曹香林表示：朋
友圈售卖的美牙仪隐患多，购买
需谨慎。

曹香林指出，朋友圈售卖的
美牙仪在使用时虽和医院的冷光
美白同理，是将美白剂涂抹在牙
齿上，在美白仪器发出的冷光（蓝
光）照射下，使过氧化物与牙齿表
面及深层的色素快速产生氧化还
原反应，达到美白牙齿的效果。

但由于朋友圈售卖的美牙仪产品
缺乏监管，不仅美白剂的成分和
浓度得不到保证，非专业的操作
还会对牙齿和牙龈造成不可逆的
伤害。

曹香林表示，临床上进行
牙齿冷光美白，美白剂一般采
用过氧化氢和过氧化脲，其浓
度和用量有严格要求。而一般
家用的美白贴或者美白凝胶使
用 10%的过氧化脲，挥发之后
会变成约6%的过氧化氢，与单
纯使用过氧化氢相比更加安全
稳定，造成牙齿敏感性的几率
更小。

但是网上卖的冷光美白剂
一般为非医用的美白剂，成分
一般都是过氧化氢，而且浓度
得不到保证。浓度过低，美白
效果不佳，保持的时间也会
短。而如果浓度过高，牙釉质
被腐蚀掉后，牙齿看起来会变
白，但牙齿也会变得敏感脆弱，
导致出现牙痛等症状。“在接诊
中，我遇到不少因私自用美牙
仪后牙齿酸痛难忍的患者。”曹
香林说。

曹香林还指出，专业医生在
冷光美白操作前会进行一系列
的防护措施。“由于美白剂（过氧
化氢）中的成分对牙龈有一定的
伤害，在操作前医生会先用开口
器将消费者嘴巴撑开，让牙面隔
离唾液，避免美白剂沾到牙龈
上，再将口腔黏膜保护起来，在
牙龈上涂抹保护剂，避免造成伤
害。”

曹香林表示，网上卖的很多
美牙仪只有美白凝胶，没有保护
牙龈的涂料，操作步骤也简单不
少，如此，会导致美白剂沾到牙
龈上，对口腔软组织和牙龈造成
伤害，严重时可能会造成牙龈萎
缩。

曹香林提醒广大消费者：
冷光牙齿美白并不适合所有
人。若想要进行牙齿美白，务
必要去正规医院。“人们平时也
要爱护口腔，每年固定洗 1-2
次牙，少喝咖啡、浓茶、可乐等
饮料，不要抽烟。”曹香林提醒，
未满18岁、牙体发育不全、孕妇
等群体最好不要进行牙齿美
白。

网售家用美牙仪隐患多，专家指出

乱用美牙仪 牙齿很“受伤”

毛巾用半年
细菌知多少

毛巾是我们每天都要用的清洁用品。中国家纺
协会对400多人的毛巾进行的菌落检测显示，多数
毛巾含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球菌、大肠杆菌等细
菌，且细菌数量会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而呈几何数
增多。用这样的毛巾擦洗，不仅起不到清洁的效果，
反而会污染肌肤、阻塞毛孔。

常用的纯棉毛巾属于多圈织物，空隙多，能快
速吸干水分，去除污渍和灰尘，这也为细菌的繁殖
提供了便利。细菌最喜爱温暖湿润的环境，毛巾
长时间处于这种状况，人体肌肤上的油脂、水中的
杂质、空气中的尘埃、细菌等沉积在毛巾上，加上
挂毛巾的卫生间通常环境较潮湿，会导致细菌、螨
虫快速生长。

专家建议，新毛巾不要直接使用，应先用水洗
净；使用过的毛巾要每星期清洗、消毒一次，经过晾
晒、干燥后再使用；毛巾挂置处应通风干燥；毛巾的
使用期限一般为3个月，如果产生霉点或变干变硬，
要立即更换等。

如果家里有老人、孩子和需要预防传染性疾病
的，每周给毛巾消毒时，可以将清洗后的毛巾放入微
波炉，加热3-5分钟，菌落可消灭98%以上。毛巾上
如果有让人感觉不舒服的油腻，可以用浓盐水浸泡一
下，再用清水冲洗即可。 （人民网）

英研究发现：

练瑜伽可增加记忆力
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有随手放东西的习惯，

事后又往往记不起来东西放在了哪里，为此还要花
上半天苦苦回忆。据英国《每日邮报》9月25日报
道，研究发现进行瑜伽一类的轻度运动有助于帮助
人恢复记忆力。

拿钥匙这类最常见的物品来说，人们常常很难
记住自己到底是早上还是上周把钥匙放在了口袋
里。但来自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和筑波大学的研究发
现，太极和瑜伽一类的轻度运动可以对大脑中负责
储存和组织记忆的部分产生冲击，并可有效帮助人
恢复丢失的记忆。

该项研究对36名20岁出头的健康成年人进行
了测试。在研究第一部分中，他们先进行了10分钟
轻度运动，随后接受了核磁共振扫描。在第二部分
中，他们依然接受了核磁共振扫描，但没有进行运
动。

研究发现，大脑中控制记忆的区域海马齿状回
和大脑皮层区域的联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这令测
试者更容易回忆起前一天的事情。 （环球网）

■ 本报记者 侯赛
通讯员 钟友廷

“医生，我家孩子
为何总是眯着眼睛看
黑板？”“孩子为啥总
是爱眨眼、揉眼，频繁
挤眼睛？”……

新学期开始了，
不少孩子背上书包没
几天，就被一些细心
的家长和老师发现了
视力问题，到医院就
诊结果被诊断为“弱
视”。

海南省眼科医院
斜弱视专科主任龙登
虹提醒，弱视是一种
严重危害儿童视功能
的眼病，在我国学龄
前儿童中的发生率为
2.5%－3%。它不会
随年龄增长而逐渐好
转，相反，如果超过9
岁再治疗，就会难以
治愈。因此，儿童弱
视的早发现、早治疗
尤为重要。

三
类
人
更
要
护
好
牙

牙齿健康不仅关系到日常
饮食，还对发音、容颜都有很大
的影响。据世界卫生组织统
计，大概有70％的人患有各类
口腔疾病，其中三类人更要注
重自己的牙齿健康。

美齿从儿童开始

专家指出，儿童处于牙齿
生长发育关键期，也是口腔保
健意识形成和行为培养的重要
时期。遗传因素或环境影响，
都可能导致龋齿、错合畸形等。

儿童预防龋齿，可减少进
餐次数（集中时间吃）、餐后清
洁口腔，比如漱口、嚼无糖口香
糖、刷牙，必要时做窝沟封闭。

错合畸形，是指生长过程
中，由于各种原因引起的牙齿
排列不齐、上下颌骨位置或大
小异常等畸形。我国错合畸形
的发生率高达90%以上，若不
能及时纠正，势必影响口腔颌
面部的美观与功能、影响消化，
甚至危害身心健康。

正畸治疗没有年龄限制。
3-5岁是乳牙列期，可进行牙
弓形态不良、不良习惯纠正；
6-11岁是替牙列期，可进行个
别牙齿拥挤错位矫正、乳牙早
失间隙保持等；12-18岁是恒
牙列期，纠正牙列间隙、牙列拥
挤等错合；18岁后，牙周状况
稳定可进行正畸。

老人缺牙要重视

很多老人会出现牙齿崩
裂、脱落，甚至满口无牙的情
况，往往需要到医院镶牙。老
人镶牙前应先去修复科对口腔
情况进行全面检查，拍摄口腔
X光片，确定剩余牙齿的去留、
治疗方案，从而进行完整的修
复。

专家介绍，镶牙主要有活
动假牙和固定修复两种。一般
情况下，活动假牙可于拔牙后
1~3个月进行。如果患者比较
急切，可采用义齿进行修复，拔
牙当天即可戴上，过渡性地恢
复患者面容和部分咀嚼功能。

修复缺失牙常用的方法有
三种，包括活动义齿、固定义齿
和种植义齿，种植治疗的费用
相对较高。

患者初戴假牙时，口内常
有异物感，唾液增多，甚至恶
心、呕吐，有的发音不清、咀嚼
不便，这属于正常现象，只要坚

持戴用，以上症状可逐渐消失。
饭后应取下假牙清洗干净

后再戴上，以免食物残渣沉积
于假牙，发生龋坏，形成龋齿。
睡前应用牙膏或肥皂水将假牙
刷洗干净，置于冷水中，禁用开
水、消毒剂浸泡。戴用假牙后，
每隔半年至一年到医院复查一
次，以便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慢病人群当心“不
疼的牙病”

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
起来要人命”。慢病人群更要
小心“不疼的牙病”：牙周病。

牙周病是指由菌斑细菌
引起的，发生在牙周支持组织
的炎症性破坏性疾病。临床
表现为牙龈炎症、出血、疼痛，
口臭，牙齿松动等。牙周病不
利牙齿健康，还可能引发心脏
病、中风、糖尿病等。由于其
发病隐匿，被称为“健康的定
时炸弹”。

牙周病被称为糖尿病第六
并发症，和单纯牙周病患者相
比，糖尿病合并牙周病患者的
伤口愈合能力差、出血量大、出
血时间长。此外，牙周炎患者
还是慢性肾病的高危人群，尤
其是男性，吸烟、肥胖、患高血
压的人。

专家提醒，得了牙周病，越
早治疗，效果越好。牙槽骨破
坏严重、牙周预后较差的患牙
应尽早拔除，以留存较多的骨
量用于种植修复。由于牙周病
容易复发，需要定期复查，终生
维护。日常生活中，患者可选
择软毛、小头牙刷，选择脱敏牙
膏、含氟牙膏、中草药牙膏、漱
口水等。刷牙时应注意掌握刷
牙力度，以免对牙龈造成伤害。

（生命时报）

秋季带状疱疹高发
警惕后遗神经痛

秋天是带状疱疹高发期。专家提醒，中老年人
尤其要防抵抗力下降，避免感染带状疱疹病毒落下
后遗神经痛，出现刀割样、火烧样、针刺样疼痛，可
影响睡眠、引发血糖血压升高甚至增加心脑血管意
外。

带状疱疹是一种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急
性病。不过，大多数人都以为这是皮肤病，治好了就
可以了，却不知道，带状疱疹还有后遗症——带状疱
疹后遗神经痛。今年70多岁的陈老伯前段时间就深
受其苦，陈老伯身上起疱后长了疤，但针扎般的痛还
是从背后一直辐射到肚皮。日常风吹到皮肤也会引
起疼痛发作，这让他很难受，连外出喝茶、运动也没精
神了。

为何疱疹结疤还会如此疼痛？专家介绍，带状
疱疹后遗神经痛是由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带状疱
疹病毒有嗜神经性，在侵入皮肤感觉神经末梢后可
沿着神经移动到脊髓后跟的神经节中，并潜伏在该
处，当机体免疫力低下（如劳累、熬夜、饮酒、感冒、发
热，或罹患系统性红斑狼疮、恶性肿瘤，或长期使用
免疫抑制剂、放疗、化疗等）时，病毒就会活跃并大量
繁殖，致使神经节水肿发炎。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虽然表现在皮肤，但病根
其实在神经。民间说的“生蛇”痛，就是神经支配区
的皮肤出疱并剧痛，如同被蛇缠在身上并不断咬噬
般难受。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多发生在中老年人身上。
在50岁以上的带状疱疹患者中，有部分人容易落下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最常见的痛感是“刀割样、火
烧样、针刺样、紧轧样”疼痛，那种剧烈的疼痛强度是
常人难以想象的，往往影响睡眠，引发血糖高、血压
高，甚至心脑血管意外。

如何预防带状疱疹？专家建议中老年人平时保
持良好心态，有高血压、糖尿病者遵医嘱控制好疾
病。此外，积极锻炼身体，不熬夜，不抽烟，不发脾
气，及时添减衣服减少感冒。而一旦出疱有疼痛，要
警惕带状疱疹神经痛，立即到疼痛科看医生，及早神
经消炎减少后遗神经痛的出现。 （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