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停课不停学，为的是不让孩子落下功课，作为
家长为此倍感欣慰，但同时也不禁要为孩子的视
力“捏把汗”。上好网课，护好眼睛，如何才能兼
得？海南日报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从早上7点半到晚上10点半，每天都安排得
满满当当。每天对着手机，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别
说眼睛本来就不好，就算眼睛没问题也会很疲劳。”
孩子上初三的海口市民张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讲述。

张女士告诉记者，自己本来就是高度近视，担心孩
子视力会遗传自己，已经特别注意控制孩子使用电子
产品时间，但疫情一来，孩子除了上课时间上网课，平
时就是偷偷看视频，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成了白忙活。

海南省人民医院眼科主任赵普宁表示，这段
特殊时期，从近视防控的角度来说，户外光照时间
不足，近距离用眼时间过多，是两个最主要的危险
因素。看书、写字、上网课……这些近距离用眼的
项目，加起来如果每天超过2小时，就会构成近视
危险因素。但就实际情况来看，孩子的用眼时间
是远远超过2个小时的。
赵普宁提醒，真性近视是不可逆的，目前没有可

以彻底治愈近视的方法。因此，这个时期，要特别注
意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 网课视频工具的选择

尽量不要用手机上课，尽可能地选择屏幕大
的工具，比如电脑、电视等。最好将手机与电视屏
幕连接起来，投射到电视上进行网课学习。

2. 视频工具的使用距离

如果使用电脑上课，眼睛与电脑的距离应尽
量远点，最少40cm；如果使用电视，眼睛与电视的
距离是电视屏幕对角线的3倍以上。使用电脑时，
可以将小字体放大。

3. 课间要让眼睛休息

网课课间要透过窗户远眺，让眼睛充分休息，
时间至少10分钟。

4. 戴好眼镜

有屈光不正的孩子要正确佩戴眼镜。框架眼
镜需要白天持续配戴。戴角膜塑形镜的孩子如无
特殊情况要坚持夜间配戴。

5. 特别注意正确学习姿势

眼睛距离书本一尺，身体距离书桌一拳，手指
距离笔尖一寸。

6. 学习时注意室内光照

白天学习，室内光照要充足，夜间学习室内大
灯要打开，同时使用台灯。台灯摆放在左上方，避
免握笔的手遮挡光线，在笔尖处的书本上形成阴
影。学习使用的桌椅最好采用可升降的，至少
每隔半年根据孩子的身高变化来调整桌椅高
度。

7. 充足睡眠，合理饮食

每天保证8～10小时睡眠，午睡0.5～
1小时。均衡营养，避免暴饮暴食，少吃甜
食。休息期间可在室内进行适当运动。

孩子们每天长时间盯着电子
屏幕，该如何有效预防近视？通常
在治疗过程中，“角膜塑形镜”

“OK镜”是家长们经常会听到的词
汇。“OK镜”“角膜塑形镜”到底
是什么？适合什么人群配戴？到
底能不能对孩子的近视问题起到
帮助？针对以上种种疑问，记者专
访了海南省眼科医院近视屈光专
科副主任、医学博士丁辉。

问：“OK 镜”作为控制近视的
有效手段之一渐渐被大众所熟知，
到底是什么原理？ 有没有效果？

角膜塑形镜也就是我们平时
所说的“OK镜”，它控制近视的原
理主要是周边离焦理论。角膜塑
形技术是目前眼科界公认的近视
控制技术，被誉为“睡觉就能控制
近视进展的黑科技”。

我们平时戴的框架眼镜虽然
看得清楚，但实际上只有中心部聚
焦，中周部的图像其实是成像在视
网膜的后面，即远视离焦，这会促
进近视增长。而角膜塑形镜可以
使角膜趋向于球面化，使得周边部
光线聚焦形成近视性离焦从而抑
制近视的发展。

临床经验显示，在佩戴“OK
镜”之后，大部分近视患者近视加
深速度明显减缓；不少患者能够完
全控制；如果注意用眼习惯，科学
用眼，控制效果会更好。“OK镜”作
为一种非手术可逆性屈光矫正方
法，在戴镜期间提高裸眼视力、延
缓青少年近视进展方面，获得了肯
定的效果。

问：“OK镜”的佩戴，有没有风
险和副作用？

很多家长对角膜塑形镜有很
大的抵触心理，因为他们一听到

“OK镜”是隐形眼镜就马上拒绝
了，觉得隐形眼镜对孩子眼睛有
害。其实，“OK镜”和普通的隐形
眼镜有着很大的不同，它属于三类
医疗器械，我国对其管理是非常严
格的，只要是在正规的医院由具备
验配资质的医生验配，并定期复
查、更换，是非常安全的。

佩戴“OK镜”对角膜塑形是物
理性的治疗过程，是可逆的，仅作
用在角膜上皮细胞层，使角膜上
皮细胞中心排列分布，并不对角
膜的生理结构和性能造成实质性
的改变，停戴“OK镜”一月后眼睛

会回到以前的状态，不会造成不可
逆的伤害。

当然，佩戴“OK镜”必须注意
清洁卫生，不然就有感染的可能。
不过，只要注意卫生，定期复查，佩
戴“OK镜”就是安全的。

问：多大年龄段孩子适合佩戴
“OK 镜”，家长们需要在哪些方面
多加注意？

“OK镜”的验配没有明确的年
龄限制，是否可以佩戴主要考虑患
者依从性和配合度、眼部状况、用
眼需求等。处于近视高发期的青
少年肯定是首选人群，但中低度近
视的成年人依然可以使用“OK镜”
来获得优异的日间裸眼视力和健
康舒适的眼表状态。

低年龄段的孩子在佩戴前，
家长要事先给孩子做好心理辅
导，让孩子不要抗拒。在卫生方
面，“OK镜”的戴摘和清洗要做到
操作规范，以确保佩戴的安全性，
经过初期异物感适应后不会有特
殊的不适。如果出现眼睛疼痛、
发红流泪的现象，应立即停戴到
医院就诊。

问：在佩戴“OK镜”前，应该做
哪些专业检查？ 如何选择好的角
膜塑形镜？

每个人的用眼情况和近视情
况不同，因此专业医师会根据每个
人的情况给出建议，一般而言，在
选择“OK镜”之前，要进行常规的
眼部健康检查、验光、角膜地形图
等检查评估。

目前市面上“OK镜”的品牌也
比较多，不同的设计适合不同的角
膜形态，因此在选择镜片时，要从
患者的自身眼部情况入手，专业的
验配人员才能帮患者选出适合他
的镜片，所以还是建议家长到正规
的眼科医院就医咨询。

问：一副“OK 镜”能用多久？
需要戴到几岁？

镜片的使用寿命与日常使用、
清洗及维护息息相关，通常情况下
建议一年半左右更换镜片。就近
视控制而言，一般青少年近视的进
展在15岁左右趋于平缓，建议在停
戴“OK镜”后继续对屈光状态进行
观察，如果近视的进展已经平缓可
转为框架眼镜配戴提高视力，如近
视仍在进展，则需要继续“OK镜”
的配戴，以控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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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有这些“小动作”

小心视力“亮红灯”
■本报记者 马珂

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
目前我国儿童近视率已经达到了53.6%，相当
于超过一半的孩子都已经患上近视。近视人
口不断飙升，青少年近视率也日趋低龄化。那
么，近视的发生是否有迹可循？儿童近视这几
种早期症状需警惕。海南省人民医院眼科主
任赵普宁提醒，如果孩子有以下几个“小动
作”，家长就要引起重视。

1.孩子经常眯眼看东西

很多近视的孩子因为看不清，而喜欢眯眼
睛看东西。但长期眯眼会导致眼部肌肉疲劳，
近视度数加深得更快。

2.看东西过近

当看电视时，孩子总是不自觉的靠近屏
幕，那也意味着孩子的视力可能正在下降。

3.经常斜眼视物

如果孩子经常斜眼视物，那么家长首先需
要确认孩子是不是斜视。排除斜视后，这也可
能暗示着孩子可能出现了近视。

4. 经常拉扯眼角

经常拉扯眼角是许多近视孩子常有的“小
动作”。其实这样操作能减少光线的散射，并
压平角膜，改变屈光力，让轻度近视视力暂时
性地提高。但长期拉扯眼角，会造成散光，不
利于视力健康。

5. 频繁眨眼

近视的孩子因为看东西模糊，眼睛易疲
劳，往往会经常揉眼睛，进而造成慢性结膜炎
及角膜损伤，眼部不舒服，孩子可能就习惯性
地频繁眨眼。

最后，赵普宁提醒，对孩子的视力状况保
持足够关注是每位家长的责任，而定期带孩
子进行视力检查，是了解孩子近视最好的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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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晗溪

孩子上网课眼睛疼，家长心
疼，于是各种“护眼神器”纷纷出
场，但真的有用吗？海南省人民医
院眼科主任赵普宁为您答疑解惑。

●防蓝光眼镜
防蓝光眼镜的最大功能就是

过滤掉一部分蓝光，需要长时间对
着电脑的IT族，喜欢用手机追剧、
看小说的人是可以使用的。而对
于儿童来说，如果没有临床指征使
用蓝光镜片，在看东西时，光线变
暗、颜色的对比度下降，反而容易
造成视疲劳。

此外，选择防蓝光产品时，虽
说价格较高的品牌产品质量相对
有保障，但仅就防蓝光来说，只要
是合格产品，其过滤作用相差不会
太大。

●护眼贴
敷护眼贴最大的好处是需要

闭眼休息，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眼
睛疲劳，但不会起到实质的改善视

力功效。
大多数护眼贴会加薄荷脑和冰

片，让眼周皮肤凉爽，让人产生有用的
错觉。但实际上并不具备“经皮给药”
的作用。万一使用劣质敷贴，导致眼部
过敏，就得不偿失。

●护眼壁纸
我们常说的“多看看绿色对眼

睛有好处”中的绿色，指的是多远
眺草地、树木之类大自然的绿色，
可以舒缓视觉疲劳，对保护眼睛起
到辅助作用。而眼睛接触电脑、手
机等电子设备，不论是什么颜色的
背景，时间长了都容易产生视觉疲
劳。

●人工泪液
目前干眼症的一线用药是人

工泪液，在选择人工泪液时应首选
无防腐剂的产品，以避免药物的不
良反应，对眼镜的刺激也更小。但
不宜长期使用，使用人工泪液每天
应控制在4~5次，一旦眼睛干燥的
感觉消失，应该停药，不宜长期使
用人工泪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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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在应对疫情这段时间身体哪
个部位最受伤，恐怕大多数人的眼睛
要排第一名。尤其是很多家庭电视机
一直敞开了看，孩子们网课不断，很容
易造成用眼疲劳过度，不注意保健和
及时治疗，很可能对眼睛造成不可逆
的伤害。

在这段特殊时期，如何护好孩子的
眼睛？如何预防近视呢？近日，海南日
报记者采访了省人民医院和省眼科医
院的眼科专家，向大家讲解疫情期间用
眼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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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族如何
应对“电脑眼病”？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这段时间，很多上班族网上办公，对着电
脑时间长了容易产生眼睛疲劳、视觉模糊、视
力下降，有时候还会眼睛干涩发痒、灼热、疼
痛和畏光，甚至有的还伴有头痛、腰痛和关节
痛。

海南省人民医院眼科主任赵普宁介绍，这组
症状医学上称之为“电脑眼病”。

赵普宁介绍，许多人由于长时间注视荧光屏
上的闪烁图像和字句，视线一旦离开荧光屏，竟
会把白色的墙壁看成是淡红色，看人的形象也觉
模糊。

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就是受过度用眼和电
脑微波的影响，眼内保护晶状体透明度的一种物
质抗坏血酸和谷胱甘肽减少，轻则晶状体受损，
重则可因微波作用引起白内障。

如何应对电脑眼病呢？可以从以下几方面
着手：

将电脑显示终端放置在比你平时习惯阅读
距离稍远处。使电脑显示屏顶端和眼睛处在同
一或稍低水平，保持终端屏幕良好聚焦。

使所有相关材料尽可能接近屏幕，以减少头
和眼部的移动和聚焦变化。

保持终端屏幕干净无尘，减少灯光的反射和
闪耀。不要将计算机摆在窗边，避免光源从头顶
上方照射造成反光。

通过眨眼保持眼部湿润，防止眼球干燥。
如果出现视力问题，要到眼科医生处就诊咨

询，因为一些人平时也许不必戴眼镜，但在用计
算机工作时可能需要佩戴矫正眼镜。

计算机屏幕和眼睛距离60cm。有规律地安
排休息，避免眼疲劳。每看计算机屏幕一小时眼
睛要休息5分钟。

在桌上摆一杯水增加周边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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