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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视防控非小事
科学防治是关键

近视防控作为国家战略、全民行动，是一项系

统工程。学生和家长应增强眼健康管理意识，做

到科学用眼。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减轻课业负担，

改善照明条件、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减少近距离

长时间用眼，减少使用电子产品，保证充足睡眠和

均衡营养等都很重要。

若孩子已有近视，应在眼科医生指导下配镜，

并根据要求正确佩戴。近视初期不正确佩戴眼

镜，反而可能促使近视度数加深。因眼镜店无法

为孩子进行散瞳验光，容易把眼镜的度数配得过

深，造成孩子视疲劳和近视度数加深。因此，家长

应带孩子去专业的眼科医院配眼镜。

已有的近视度数只能控制，无法治愈。目前

被证实有效的近视控制方法主要有佩戴 OK镜、多

做户外活动、减少近距离视物等。中医治疗、理

疗、眼贴等方法，尚无科学依据证明其有效。角膜

塑形镜（OK 镜）是一种可逆性非手术的物理矫形

方法。只需夜间佩戴，白天无须戴镜，且能较好减

缓近视发展。因其有较强的医学属性，属于三类

医疗器械，验配有非常严格的适应证。因此，家长

应带孩子到有资质的医疗机构接受检查和验配，

并定期复诊。

对需要摘镜或参加特殊体检的近视群体，可

选择激光手术或人工晶状体植入术进行矫正。因

手术有严格禁忌证和适应证，应选择规范的医疗

机构接受手术。3
（河南省学校“防近”工作专家组成员、南

阳视光眼科医院院长宋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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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光眼 沉默的视力杀手
南阳医专一附院眼科 梁莉 张妮红

青光眼是全球第二位的致盲性眼病，

视力损伤一旦发生，就无法恢复。

青光眼的发生主要与病理性眼压升

高有关。正常情况下，房水的产生与房水

的排出处于动态平衡，使眼压能够维持在

正常状态，如果这一动态平衡失调，房水

产量增加、排出通道阻塞，房水流不出去，

眼压就会升高，诱发青光眼。

青光眼患者的眼内压会突然或者缓

慢增高，进而引起视野的缺损，也就是看

东西的范围缩小，视力逐渐或者突然下

降，严重的可能会导致视力丧失。除了

对视功能的影响，一些急性发作的青光

眼还会引起眼部胀痛，同时伴有全身症

状，如头痛、恶心、呕吐等，严重影响患者

的生活质量。青光眼就像糖尿病及高血

压病一样，是一种终身疾病，如果不治

疗，病情会一直进展，直至失明。并且已

受损的视力无法恢复，因为青光眼导致

的视神经损害是不可逆的。

据相关数据显示，约 90%患者不知道

自己患上青光眼，相当部分青光眼患者伴

有偏头痛、恶心、呕吐，但往往由于缺乏对

青光眼的认识，误以为是其他疾病而就诊

于神经内科或者消化科，从而延误了治疗

时机导致失明。因此，青光眼可以说是沉

默的视力杀手。

对于早期青光眼，视神经及视野仅有

轻微损害时，首选药物治疗，如果在随诊

过程中，发现视野及视神经有进一步的损

害，则需要考虑手术治疗。对于进展期与

晚期青光眼，首选手术治疗，可以把眼压

降至更低水平，更有利于保护患者残余的

视功能。对于婴幼儿或者是儿童，一旦确

诊为青光眼，建议尽早手术。3

7 月 23 日，夏季的最后一个节

气——“大暑”正式登场，迎来一年里

最热的时候。进入大暑后，高湿高热

的“桑拿天”将会增多，暑湿淤积体

内，极易发生中暑。针对如何防暑，

记者整理了几位医生的意见，供读者

参考学习：

1.在高温天，不论运动量大小都

要增加液体的摄入，不要等口渴再

喝，而且要慢慢喝。同时，不宜饮

用含酒精或大量糖分的饮料，避免

饮用过凉的冰冻饮料。出汗多的

人，可以在水中加点食盐。

2.尽量选择早上 10 点前或者下

午 4点后出门，并且做好防晒工作，

如戴太阳帽、墨镜，打遮阳伞、穿

防晒衣，有条件的涂抹防晒霜。衣

服尽可能选用棉、麻、丝类的织

物，以便出汗时能够迅速散热。

3.随身携带防暑降温药品，如十

滴水、风油精、清凉油、藿香正气水

等，以备应急之用。

4.湿度对于人体的耐热程度有很

大影响。相对来说，越是干燥的环

境更容易散热。因此，有条件的工

厂，室内作业区最好增加除湿仪

器，降低工人中暑风险。

5.饮食清淡，多吃蔬菜水果。适

当多吃香蕉、西瓜、黑木耳等含钾

食物。

6.保证充足的睡眠，睡觉时注意

不要让空调和电风扇正对着头部吹，

以免患上空调病和热伤风。

7.自查嘴唇干燥度、小便量的变

化，以及是否出现头晕等不适症状，

一旦出现头晕乏力、高热、口干、尿量

明显减少，要引起警惕。3
(据青年时报)

寻医问药
电话及微信号电话及微信号：：

1393777112013937771120

关节不易，且行且珍“膝”
市中医院骨一科 黄永华 陈 春

俗话讲“人老先从腿老起”，膝关节骨

关节炎是中老年人群中一种常见的疾病，

主要表现为缓慢进展的关节疼痛、触痛、

僵硬、肿大、活动时有骨擦音、关节积液以

及活动障碍，也是老年患者致残的主要原

因。因为在 30岁以后，人的膝关节软骨

就逐渐开始退变了。所以对膝关节的日

常保护应及早进行，尽早干预。

注意膝关节保暖：不要把膝关节直接

暴露在冷空气中，尽量穿着长裤，也可以

戴护膝。

做热敷：以湿敷为好，如热气浴、温泉

浴等；也可用热毛巾湿敷，但注意关节有

红肿或急性期应停止热敷。

要劳逸结合：避免关节过度负重，不要

久坐、久站，长时间处于某一体位。适当活

动关节，如多游泳，多骑自行车；少走路，尤

其是少上下台阶及走不平的路。

控制体重：减少关节的承重，多摄取

含蛋白质、维生素及矿物质食物。

在此，我们推荐两种增强膝部力量的

锻炼方法。1.股四头肌练习：将膝关节伸

直（坐、立、躺都可以），主动收缩股四头肌，

使其绷紧，保持 5~10秒，然后放松 2秒，如

此反复。每天做三次，每次 20~30次。这

适合几乎所有的膝关节退变或者正常的

人练习，它可以促进人体下肢的血液回流，

同时具有减少下肢血栓发生的作用。2.直
腿抬高：在床上绷紧伸直膝关节，并稍稍抬

起，使下肢离开床面，保持 5~10秒。3

不是所有的宝宝都能健康地降生 ,不是所有的宝宝出生后都能顺利成长。市中医院儿科团队发挥中西医结合优势，在宝
宝出生之前积极参与，对疾病早评估早干预，对出生后有疾病危害、生命危险的新生儿全力救治，为患儿健康保驾护航——

守护危重新生儿，打好首场“生命之战”

本报记者 陈丹丹 文/图
对预估高危新生儿，从宝宝出生的那

刻，儿科医生就在产科守护，成为守护好新
生儿的第一道曙光

近年来，高龄、高危孕产妇数量急剧增长。孕产妇

身体的高危因素可导致宝宝早产或患先天性高危疾病

等。如果没有及时识别，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会危及

患儿的生命。

因此，儿一科协同妇产科一起关注高危产妇，为她们

评估高危因素。高危孕妇分娩时，儿一科会有熟练掌握

新生儿复苏技术的医生守护产程，及时抢救高危新生儿，

并及时护送至儿一科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牢牢抓好新生

儿出生后的“黄金 5分钟”和“白金 2小时”，为患儿争取最

佳黄金干预期，大大提高了生存率、降低了伤残率。

1月 22日 18时，在市中医院妇产科，杨女士的宝宝刚

刚分娩，这个宝宝是早产儿，出生后呼吸窘迫，口唇发绀，

精神差，是明显的缺氧症状。此时，守护在旁边的市中西

医结合儿童医院儿一科主任李金妞立即对宝宝进行抢

救。采取急救措施后，又迅速将宝宝转运至新生儿重症

监护室。经诊断，宝宝患有呼吸窘迫综合征、缺血缺氧性

脑病、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等疾病。由于治疗及时，宝宝

经过 45天的治疗后康复出院。近日，宝宝的妈妈杨女士

特意到儿一科送锦旗，感谢李主任在她分娩时的全程守

护，让宝宝在出生的第一时间得到及时的抢救和治疗。

杨女士不是第一个得到这样特殊照顾的产妇。在市

中西医结合儿童医院儿一科，这样的守护是常态。

“我们开通了‘妇婴无缝衔接通道’一站式服务，对产

妇进行产前评估、产时守程、产后随访。”市中医院中西医

结合儿童医院儿一科主任李金妞告诉记者，该科室采取

学科交叉合作的方式，协同妇产科一起做好妇幼集成化

管理，把握好患儿的黄金干预时间，为患儿提高生存率，

减少伤残率。

“危重新生儿需要专业新生儿医生的守护。”李金妞

建议，有高危妊娠因素的孕妇最好提前寻求专业的医院

和医生，开始高质量的孕期管理，并选择具有新生儿救治

资格的医院或有新生儿救治中心的医院分娩。

从宝宝出生那刻就进行监护，在发育
中及时发现问题，不能让宝宝输在“起跑
线”上

谁都想拥有一个健康的孩子，但对于有的宝宝来

说，出生后就携带健康隐患，如果不及时发现，带来的

不只是疾病问题，还有心理问题。因此，家长都不希望

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这个“起跑线”就是新生

儿时期和生后前 3个月。

42岁的丁女士怀孕时已是高龄产妇，孕期也没有按

时到医院做相关检查。宝宝出生后，特别安静，很少哭

闹，丁女士一直认为宝宝很乖巧。不料宝宝 7个月时，因

发烧到医院看病，医生建议为宝宝做脑部 CT，结果证实是

脑瘫患儿。然而，宝宝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

此类病例多不胜举。

李金妞介绍，有的高危因素在孩子新生儿时期没有

明显症状，但是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运动、语

言、智力方面的障碍。因为宝宝小，家长很难发现宝宝的

异常。等到家长发现问题时，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

孩子康复的概率也大大降低。

但是，大脑发育的干预段就是半岁以内，如果这期间

能按时做神经系统心理评估，就可以及时对宝宝进行康

复治疗，那么也就提高了孩子今后的生存质量。

为了提高孩子的健康水平，凡是在儿一科住院的新

生儿，出院后依然享受“一条龙”服务。医护人员会在

宝宝出院后定期复查随访，免费为宝宝进行体检、黄疸

检测、神经系统心理评估、健康指导等，为宝宝的健康

保驾护航。同时，孩子享有中医治疗免挂号优先诊治的

特权。

“作为一名医生，我希望每个宝宝都能健康成长。但

是每当看到那些需要康复治疗的孩子，我就有种责任感

和紧迫感。希望能帮助更多的孩子和家长，早识别高危

疾病，早干预，早治疗，早控制，最大限度降低孩子的伤残

率。”李金妞说。

新生儿体质弱，尤其是具有先天不足
的宝宝，中医的力量可以推动免疫力的增
长，帮助宝宝健康成长

儿一科是我市仅有的两家市级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

之一。临床经验丰富，急救能力强，尤其精通新生儿及儿

童重症救护技术，并熟悉和掌握新生儿学科领域的前沿

知识。该科室擅长新生儿休克、呼吸衰竭、脓毒症、呼吸

窘迫综合征、肺动脉高压、胎粪吸入综合征、肺炎、缺氧缺

血性脑病、颅内出血、黄疸、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等危重症

的抢救与治疗。 用熟练的脐动静脉置管术，临场气管插

管术，娴熟的技术为挽救患儿生命、减少伤残率争取了宝

贵时间。

儿一科以新生儿急救（NICU）、儿童急救（PICU）为重

点，虽然救治能力强，但接受治疗的大多宝宝都有“硬伤”，

要么早产，要么急性发病。这些宝宝出生时脏器发育不成

熟，过“五关”（呼吸关、感染关、喂养关、黄疸关、体温关）是

他们人生的第一场“生命之战”。因此，作为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重点专科，儿一科在用西医手段治疗新生儿疾病的同

时，也努力用中医手段护佑宝宝的健康。

“先天不足，应该后天补给。从中医上来说，监护室

里的患儿大多都是气血阴阳亏虚，对症给予穴位推拿和

中药汤剂服用，可以修复孩子先天的发育不足。因此，我

们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大胆的探索和尝试。”李金妞说，

西医的急救手段是拯救宝宝的生命，那么中医的补给就

是为了降低伤残率，提高宝宝的免疫力和今后的生存质

量。比如早产的宝宝容易感染呼吸道疾病，医生称之为

“易感儿”。“易感儿”一生病到医院就得用抗生素。所以，

针对这些宝宝，儿一科为孩子服用中药、穴位按摩等中医

手段提前预防，大大减少了孩子们患病的概率。

很多患儿家长认为中医的治疗手段起效慢，不足以

应对新生儿急剧变化的病情。面对质疑，从事儿科临床

工作 20余年的李金妞表示，新生儿的体质较弱，尤其是

具有先天不足的宝宝，中医的力量可以推动他们免疫力

的增长，逐步恢复其体力心力，帮助新生儿宝宝打好他们

人生的第一场“生命之战”。3

宝宝是生命的延续和希望。然而，不是所有

的宝宝都能健康地降生，不是所有的宝宝出生后

都能顺利成长。有的新生儿因为种种原因早产或

带有某些疾病，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便面临着

生命危险。

在市中医院有一支优秀的团队守护着危重新

生儿，这个团队来自中医院旗下的南阳市中西医结

合儿童医院。该院是市级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尤其是以新生儿急救

（NICU）、儿童急救（PICU）为重点的市中西医结合

儿童医院儿一科，在治疗危重新生儿这场持久的战

役中，与患儿家属同心协力，过五关斩六将，帮助危

重新生儿打好人生的第一场“生命之战”，为这些

“折翼的天使”托起生命的希望。

3D数字化种植牙：
更舒适更精准更安全

读者问：目前数字化种牙技术比较先进，有什

么优点？

汉都口腔叶主任：3D数字化种植牙技术是以

微创为主导，利用 CAD/CAM，3D打印等技术作支

持，实现精准种植牙，是目前种植牙的尖端技术。

其优势是，通过种牙前的口腔 CT检查，口腔

模型扫描，使用 CAD/CAM 软件，在计算机上重建

口腔三维立体模型，设计模拟种植；利用 3D 打印

技术，制作种植导板，配合专用工具，对种植过程

进行精准把控，可确保避开血管、神经等重要组

织，实现对缺牙的完美修复。

利用数字化技术，术前可充分评估口腔整体

状况，合理设计种植牙的植入位置、型号和数量，

确保种植牙的长期稳定。

因此，3D 数字化种植牙更舒适更精准更安

全。这些优点，

已 成 为 广 大 种

牙 人 士 选 择 的

重要理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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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线治疗肝病、
胆囊炎、胆结石

读者孙先生问：我四十年前患乙肝，三年前

发现肝硬化；一个亲戚患有脂肪肝、胆囊炎、胆

结石，用中西药多年未愈。我们的病有没有其他

疗法？

南阳医专中医针灸新疗法研究所所长、南阳

针灸埋线中医院院长、国内著名专家、河南省省

管优秀专家张文进解答说：肝病包括病毒性肝

炎、各种其他原因所致的肝炎、肝硬化、脂肪肝

等，或有胁肋胀痛、厌食、腹胀等症状；胆囊炎

和胆石症，或有右上腹疼痛、厌油腻、恶心等症

状，B超等检查可确诊。新埋线法治疗上述肝病

疗效比传统疗法疗效好一些，另外对其他一些疾

病疗效居国内外同类疗法领先水平，故日本、新

加坡、韩国等国及国内很多专家前来学习。新埋

线法是一种什么疗法呢？

张文进介绍说，埋线疗法是中医院校 《针灸

学》 教材中的科学疗法，是将医用羊肠线植入穴

位，利用其持续的刺激作用等治疗疾病；一次埋

线的作用可持续一月至数月，等于针灸了千次以

上；不需住院，半个小时左右操作完毕；操作简

便，无副作用，不留瘢痕。而张文进对上述埋线

疗法进行改进，采用相关药物浸泡羊肠线等，疗

效更好些，称为新埋线法。

据了解 ,南阳针灸埋线中医院是南阳市职工及

城乡居民医保定点医院，用新埋线法使很多肝

病、胆囊炎、胆石症得到治愈或好转。该疗法治

疗头痛、眩晕、耳鸣、聋哑、失眠、面瘫、斜视、痤

疮、色素斑、口疮、鼻炎、咽喉炎、打鼾、哮喘、气管

炎、胃病、结肠炎、脱肛、肾病、遗尿、尿失禁、阳痿、

前列腺炎、痛经、闭经、颈肩腰腿痛等痛症、多动

症、酒精依赖、偏瘫、脑瘫、轻度截瘫、肌肉萎

缩、脑炎及脑损

伤后遗症、癫痫、

斑 秃、脱 发、湿

疹、肥胖等，也效

果良好。3

大脚骨，术后走回家
市骨科医院足踝外科 陈秀林 孙 刚

大脚骨又称拇外翻、脚孤拐，是指脚

趾向外倾斜大于生理角度 15度的一种畸

形症状。

大脚骨不仅穿鞋难看，还易造成大脚

趾关节内侧或背侧肿胀发炎，而突出骨的

外侧也容易形成厚皮及滑囊，造成脚趾永

久变形，疼痛也就伴随而来。其初期的临

床症状为第一跖骨头部隆起处疼痛和肿

胀、局部皮肤刺激导致发炎，甚至是表皮

溃疡，严重的会令大脚趾与第二脚趾重

叠，使翘起的脚趾肌力变弱，逐渐演变为

站立时无法维持平衡、弯曲及安定性从而

无法做各种动作，最后引起脚底的肌腱与

筋膜僵硬、发炎及尖刺般的压痛感，导致

步行困难。临床上，我们常运用微创无痛

祛除术，手术仅需 15 分钟，切口米粒大

小、不出血、不缝针、无疼痛、无疤痕、不住

院、随治随走，无后遗症和并发症，看不到

疤痕，修正足部美观。同时，我们还在临

床上采用跟骨撬拨微创术，治疗足踝外

伤、畸形等。总之，微创疗法治疗大脚骨，

能快速解除病人久治不愈的疾苦，具有创

伤小、并发症少等优点。3
爱心企业助力公益诊疗

7家医院获赠医疗设备
本报讯 （记者陈丹丹）7月 26日上午，由市慈

善总会主办的医疗设备捐助仪式在南阳卧龙医院

举行。

捐助仪式上，内乡县妇幼保健院、新野县第二

人民医院、南阳卧龙医院、南阳市口腔医院等 7家
医院，接受了北京百昌盛世科技有限公司捐助的

共 9台总价值约 200万元的“星童”荧光分析检测

仪。该设备应用于心梗、心衰、激素、感染等疾病

的检测。

南阳市口腔医院、南阳卧龙医院负责人作为

受赠医院代表发言，表示一定会好好使用“星童”

荧光分析检测仪，积极开展公益慈善诊疗活动，为

人民健康做好服务，传播公益慈善之心，回报爱心

企业和社会。3

高温天气
这样防暑

儿一科主任李金妞协同妇产科一起做好妇幼集成化管理，为刚出生的宝宝做检查

NICU护士精心护理患儿

李金妞为宝宝做神经系统心理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