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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三大健康问题
肥胖、近视和龋齿

海南省中小学卫生保健所有
关负责人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2008年起我省开始为在校中小学

生每年进行一次常规健康体检。

近年来，中小学生健康问题基本都

集中在近视、超重和肥胖以及龋齿

三个方面。

该负责人说，近年来，海南省

中小学卫生保健所承担了15个市

县约80万中小学生的在校体检

（有些市县或地区由其他机构完

成），通过每年检查情况来看，中小

学生近视率不断上升，高年级明显

高于低年级；而超重和肥胖的情况

则集中在城市一到四年级年龄阶

段孩子。

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遗

传代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黄晓燕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对孩子健康评

判的标准并没有改变，只是生活习

惯等问题造成了不少孩子近视、超

重或者肥胖。

“有一组数据显示，全国6岁

到 18 岁青少年，肥胖发病率在

10%左右，而在90年代，同年龄阶

段肥胖发病率仅为3%左右。”黄晓

燕说。

眼睛里也能长“鱼肉”?
再不重视就晚了

本期科普专家介绍：郑海生 海南省眼科医院角

膜病专科 副主任医师

正常人的眼睛，黑眼珠和白眼珠的分界非常清
晰。但是，有的人白眼珠上却长出一块儿多余的赘
肉，形状类似于三角形，大多数患者不知道是怎么回
事。通常医学上，我们称之为“翼状胬肉”。

什么是翼状胬肉
翼状胬肉位于睑裂区角膜缘的附近，并且不同

程度地侵入角膜，因其形态与昆虫的“翅膀”相似而
得名，俗称“鱼肉”，又称“胬肉”。翼状胬肉是眼科常
见病和多发病，通常见于眼球内侧，偶尔也可在眼球
外侧，有时也同时发生在内侧和颞侧。肉眼即可识
别。

翼状胬肉的病因
环境因素。外界刺激如眼部长期受到紫外线、

风沙、烟尘、花粉等过度刺激，尤其是渔民、农民、海
员、砂石工人等长期户外劳动者在上述刺激因素作
用下使局部角膜缘干细胞受损，失去屏障作用，角膜
缘部结膜血管或结膜上皮组织发生非感染性慢性炎
症，组织增生、成纤维细胞增殖、淋巴细胞和浆细胞
浸润，这是翼状胬肉形成的一系列过程。

身体因素。可能与患者自身遗传、营养缺乏、过
敏反应及解剖等因素有关。有人认为由于泪膜异
常，泪液分泌不足而引起角膜、结膜局部干燥引起局
部组织增生。

翼状胬肉的临床表现
多双眼发病，以鼻侧多见，部分患者鼻、颞侧均

有。初期多无自觉症状或仅有轻度不适，在胬肉伸
展至角膜时，由于牵扯而产生散光；当病变长入瞳孔
区遮蔽瞳孔而造成视力下降，严重者甚至可妨碍眼
球运动。

胬肉按其病变情况可分为进行期或静止
期。进行期胬肉的头部隆起，前端有细胞浸润。
颈部宽大、体部肥厚，有粗大而扩张的血管。静
止期的胬肉头部平坦，体部不充血，表面光滑，
病变静止。

翼状胬肉的治疗方法
当翼状胬肉小而静止时一般不需治疗，但应尽

可能减少紫外线、风沙等刺激。当翼状胬肉肥大、充
血时可以用抗炎眼药水如非甾体类药控制炎症，充
血较重时甚至可加用皮质类固醇眼药水。

翼状胬肉进行性发展，影响视力或美容时可考
虑手术治疗。翼状胬肉的手术治疗要求应该达到
3个主要目的：①应安全地将胬肉切除干净；②达
到良好的光学效果；③避免复发。目前手术方法较
多，但较为常用的有：①翼状胬肉单纯切除术，此
种手术方法操作亦较简单，手术时间相对较短，但
术后相对易复发。②翼状胬肉切除联合结膜瓣移
植术，此手术方法操作相对较复杂，但手术效果较
好，术后复发率相对较低。③翼状胬肉切除联合羊
膜移植术。

翼状胬肉的预防
减少外界环境的刺激因素，积极治疗眼部慢性

炎症。日光中的紫外线与翼状胬肉的发生有密切关
系，流行病学发现，在长期佩戴眼镜的人群中，翼状
胬肉的发生率较低，因此，佩戴防护镜是预防翼状胬
肉发生的简便易行的方法。

■ 本报记者 侯赛

立夏已过，海南天气湿热，肠胃
易虚弱，如能先将身体内的湿热之
毒祛除，到暑天就少生病。海口市
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林捷介绍，
这个时节适当食用鸡屎藤，可以健
脾除湿，有消食健胃、化痰止咳的功
效。

鸡屎藤又名臭藤、鸡矢藤、雀儿
藤，为茜草科植物鸡屎藤的全草及
根。关于鸡屎藤这个不雅名字的来
历，据《纲目拾遗》记载：“搓其叶嗅
之，有臭气，未知其正名何物，人因
其臭，故名臭藤。”鸡屎藤叶被揉碎
后会有股如鸡屎的臭味，因此而得
名。也许这个名称有点不雅，也有
叫它为鸡矢藤的。

别看鸡屎藤名字不雅，叶子闻
起来又有鸡屎的味道，但在海南却
是有名的地方特色风味小吃，每年
七月初一，琼海家家户户都要吃一
碗鸡屎藤仔汤。人们采摘鸡屎藤叶
子绞汁和米粉一起做成条状煮糖
水，是富有地方特色的民间滋补品，
也有称为鸡屎藤仔。

鸡屎藤不仅可以用来做成美
食，而且它还是一味很好的中药。
林捷介绍，鸡屎藤闻着臭，但味甘，

善于化胃肠积滞，通导浊气。临床
常用来治疗肠积、小肠不畅，小儿伤
食脾积。也可健脾除湿，益气补
虚。常用于小儿瘦弱，脾弱气虚，食
积疳积，及成人气虚浮肿、耳鸣、腹
泻、遗尿，妇女虚弱白带病。其味甘
苦微寒，入脾胃肝肺经。此外，还可
治湿疹，神经性皮炎，皮肤瘙痒；治
疗牙痛、外伤、蜂窝组织炎、皮肤病、
小儿脱肛、阑尾炎、黄疸型肝炎等疾
病。

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草
语·藤》载：“有皆治藤，蔓延墙壁野
树间，长丈余，叶似泥藤，中暑者以
根叶做粉食之，虚损者杂猪胃煮
服。”《本草纲目拾遗》则有言“中暑
者以根、叶作粉食之。虚损者杂猪
胃煎服。治瘰疬用根煎酒，未破者

消，已溃者敛。”汪连仕的《采药书》
记载有：“治风痛肠痈，跌打损伤，流
注风火虫毒，散郁气。洗疝，合紫苏
煎汤。”
以下推荐几款鸡屎藤药膳：

1.鸡屎藤汤
材料：鸡屎藤 20 克，红枣 3 枚

（去核），水鸭半只，生姜3片。
做法：水鸭焯水，与以上材料一

起放入锅中，加入适量水煲 1.5 小
时，放盐即可。

功效：清热下火，去肠胃热。
2.鸡屎藤糖水
材料：鸡屎藤米粉适量，红糖两

勺，生姜3片，椰汁1罐（250ml）。
做法：倒入鸡屎藤米粉，加温水

和面，搓成数个小条，用手指捏成瓜
子状；或将鸡屎藤米粉，加温水和成
一团，用小刀削成小块。熬制姜糖
水，倒入椰汁和鸡屎藤粑仔,搅拌一
下，稍煮片刻即可。

功效：清热解毒、祛湿。
3.鸡屎藤研细粉，微火炒黄，开

水冲服，可治疗小儿疳积。
注意事项：
1. 食用要适量，多吃会引起胃

肠道不适。
2.脾胃虚寒慎食。
3.孕妇忌服。

儿童期是蛀牙龋齿发生率最
高的年龄段，很多儿童喜欢吃甜
食，而且没有养成良好的刷牙习
惯，一系列口腔疾病就会产生，影
响儿童营养吸收及身体正常发育，
还会影响颌面部的正常发育，发生
疼痛时也会影响儿童的注意力，因
此，口腔疾病须从小开始预防。

一、乳牙龋齿、恒牙龋齿

龋齿即人们俗称的“蛀牙”，孩
子的乳牙从开始萌出到完全脱落，
在儿童口内大约要存留6至10年，
由于儿童饮食较频繁且良好的口
腔卫生习惯尚未完全养成，因此儿
童龋病高发的易感阶段均在3岁-
12岁之间，窝沟封闭是预防龋齿的
有效手段。

二、牙髓病、根尖病、乳牙早失

牙齿有洞，有时疼痛，有时颜
面部肿胀是其临床表现，必须及早

采用根管治疗。儿童因龋坏或外
伤乳牙早失，为保持牙齿间隙，应
该及早到医院做保持器，以免邻牙
的位置变化受到影响。

三、牙周组织疾病

儿童牙周组织疾病的临床表
现与成人不尽相同，其特点主要与
儿童牙周组织结构及生长发育过
程中出现的变化有关。出现儿童
牙周炎，常常是由牙龈的慢性疾病
等局部因素及全身状况有关，表现
为牙周袋的形成、牙槽骨的吸收、
牙齿松动等，对儿童口腔健康危害
极大，应到专科医院进行系统治
疗，控制疾病的发展。

儿童在预防牙齿疾病时，应注
意口腔卫生，养成早晚刷牙、饭后
漱口的良好习惯；掌握正确的刷牙
方法，每次刷3分钟；定期作口腔检
查，最好3～6月检查一次，做到早
预防早发现早治疗。

儿童常见口腔疾病
与正确预防 适当食用鸡屎藤健脾除湿

i

把“正直爱洁蟹”当“面包蟹”

男子认错螃蟹吃中毒
本报讯（记者马珂）近日，海口一男子误食毒螃

蟹后身体不适，被紧急送往海南省肿瘤医院救治。

据该医院急诊科郭医生介绍，患者张先生到医

院时又吐又泻，浑身无力，伴有嘴唇麻木、头晕、呼吸

困难等症状。根据病史考虑是食物中毒，但与普通

的食物中毒又不同，多了神经麻痹的症状。参与会

诊的省肿瘤医院神经专科医生成凯，平时喜欢研究

各类动植物神经毒素，听了患者的叙述，快速锁定了

“凶手”——正直爱洁蟹。原来，张先生误把正直爱

洁蟹当成了“面包蟹”买回家煮了吃。目前，张先生

经治疗后已脱离危险，在家休养。

中国渔业协会原生水生物及水域生态专业委员

会主任委员周卓诚介绍，正直爱洁蟹为扇蟹科爱洁

蟹属甲壳动物，一般栖息于水深10～30米具岩石的

海底上，分布于日本、菲律宾、新加坡以及中国大陆

的广东、海南等地。正直爱洁蟹的食物富集，有些体

内带有河豚毒素，是毒死人最多的一种螃蟹。

周卓诚提醒，河豚毒素是自然界中所发现的毒

性最大的神经毒素之一，可快速引起神经麻痹而致

人死亡，且这些毒素不能被高温分解，彻底熟食一样

危险；目前对河豚毒素没有有效解药，最有效办法，

对不熟悉的海鲜千万不要冒险尝鲜。

■ 本报记者 马珂

近期，海口部分中小
学生家长收到孩子的体检
报告，“近视”“超重”“肥
胖”等字眼挑动着家长们
的敏感神经。

“我家孩子不算胖啊，
为什么测出来超重呢？”
“评判孩子体重和视力的
标准变化了吗？”“超重和
肥胖会给孩子带来什么健
康风险？”“预测身高是否
准确？”……

带着家长们的众多疑
问，海南日报记者采访了
有关专家。

健康周刊广告联系：
18976640822
投稿邮箱：

110796597@qq.com

孩子体重是否健康？
自己来算一算！

学生体重是否符合标准，
一 般 根 据 指 数（BMI）来 判
断。BMI指数（即身体质量指
数，简称体质指数又称体重，
英文为 Body Mass Index，简
称 BMI），是用体重公斤数除
以身高米数平方得出的数字，
是目前国际上常用的衡量人
体胖瘦程度以及是否健康的
一个标准。

它的定义如下：
体质指数（BMI）=体重

（kg）÷身高^2（m）
举例说明：一个人的身高

为 1.75 米,体重为 68 千克，他
的 BMI=68÷（1.75×1.75）=
22.2（千克/米^2）当 BMI 指数
为18.5～23.9时属正常。

孩子的体检报告单让海口
市民小云傻了眼，仅7岁的女
儿，在海南省眼疾病筛查中被
查出患有近视。原来，小云经
常会拿手机给孩子玩，每天通
过手机看动画片，成了孩子离
不开的事。

“在我们筛查的过程中发
现，近视低龄化程度与10年前
相比明显增高。”海南省妇女儿
童医学中心眼科主任文道源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2018年全国
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

53.6%“曾经近视学生群体主
要发生在初中阶段，但现在筛
查发现，幼儿园和小学一二年
级已经有不少孩子出现近视问
题。”

文道源说，筛查发现最普
遍的问题是学生近视、斜视和
弱视。课业负担多、课外活动
时间少、电子产品滥用成为孩
子很多眼疾病的诱因。

除此之外，缺乏足够的户外
活动也会影响视力。文道源介
绍，目前，在业界的共识中，每天

在阳光下充足时间的户外活动
能够有效预防近视的发生。“我
们在筛查中发现大部分学校学
生在校的户外活动时间不足。”
文道源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一些
学校为了维护校园纪律，课间时
间会让孩子们尽量待在教室，课
间操也在教室完成。

“早期近视并不容易被发
现，当孩子出现看东西眯眼、皱
眉、往前凑或者成绩莫名下降
时，家长就要注意孩子是不是
出现了近视问题。”文道源说。

黄晓燕称，不健康的生活
方式是导致中小学生超重或肥
胖的重要因素。

“经常吃高热量食物，如油
炸、烘焙食品，爱吃糖果、甜点
等零食，喜欢喝含糖饮料，都容
易使孩子体重增加。”黄晓燕
说，运动量不足的孩子更容易
超重。高热量摄入而消耗不
够，经常玩电脑、手机、户外活
动少都是肥胖形成的重要原
因。

儿童肥胖的危害很多，尤
其对其心血管、呼吸功能产生
长期慢性损伤，容易患上代谢
综合征、睡眠打鼾、呼吸不畅及
糖尿病等。除了生理危害，肥
胖还会造成儿童难以克服的心

理行为损伤，使孩子自尊心、自
信心受到严重伤害，压抑其潜
能发育，对孩子的性格塑造、气
质培养等都有负面影响。肥胖
儿童常有易疲劳和嗜睡等症
状，以致上课精神不集中，学习
成绩受到影响，易患心理障碍
等。

除此之外，肥胖还会导致
孩子性早熟。性激素的提前

“造访”不但会促使孩子“蹿个
儿”提前，同样也会让孩子的生
长周期缩短，促使骨骺闭合，并
停止发育。

体重超重的孩子家长不需
要过于紧张，让孩子适当增加
运动，注意饮食调整。而肥胖
的孩子，需要调整饮食结构，多

样化饮食。戒掉高能量零食，
减少精粮摄入，多吃蔬菜、水
果、奶类与大豆食品，不喝、少
喝含糖饮料，每天保证足量饮

水。

通过运动减肥需要在保证

营养摄入的基础上进行，切忌

过度节食来达到减重目的。同

时每天运动也应适量，不提倡

过量运动。

另外，黄晓燕特别提醒，目

前能够预测身高的较科学准确

的方法是需要根据骨龄、身高

及性发育水平等综合来进行，

单纯根据身高、年龄、体重来预

测身高是不具备参考性的，且

容易造成误导。

肥胖、近视、龋齿成中小学生三大健康问题

你家有“小胖墩”“小眼镜”吗？

不良生活方式导致肥胖 可致性早熟影响身高

近视低龄化 户外活动时间普遍不足

全国不同年龄段学生近视比率最新统计。
（据央视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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