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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斜视的诊断主要靠医
生检查， 家长的观察多数不可
靠。

不正确。 双眼对视功能是
婴幼儿表达情感的重要途径 ，
8 个月大的婴儿就具有与人对
视的功能 ， 此时出现眼位异
常最容易被家长发现 。 对于
一些间歇出现的斜视类型， 比
如间歇性外斜视、 调节性内斜
视 、 垂直性分离性斜视 、 周
期性斜视家长的观察和及时
发现更加重要。 因此， 就诊时
医生会重视家长的观察结果 ，
再认真 检 查 确 认 有 无 斜 视 。
若一次就诊检查未发现斜视 ，
还应随诊复查 ， 进行多次检
查， 避免漏诊。

16.�斜视应等孩子长大后
再治疗。

不正确。 绝大多数斜视不
会自行康复， 斜视会对双眼视
功能造成不可恢复的损害， 越
早就诊治疗效果越好。 斜视还
会对学龄期的儿童造成心理上
的压力 ， 防碍其社交 、 自信 、
体育活动和学习能力。 斜视一
旦发现， 就要尽早就诊处理。

17.�斜视可以通过戴眼镜
治疗吗？

可以。 任何一种斜视者都
应首先矫正有意义的屈光不正，
治疗可能存在的弱视； 对于儿
童内斜视， 通过配戴正确的眼
镜可以使约 1/3 的内斜完全矫
正， 1/3 部分矫正； 间歇性外斜
视可以在配戴眼镜后得到部分
改善。

18.�戴眼镜矫正斜视效果
太慢， 是否可以直接手术治疗？

不可以。 任何一种斜视者
都应首先矫正有意义的屈光不
正。 通过戴眼镜矫正有改善的

斜视， 密切定期随诊， 观察斜
视的变化。 眼镜可以完全矫正
的斜视， 不可以通过手术治疗，
否则手术后斜视会变得更加复
杂； 眼镜可以部分矫正的斜视，
在足够的观察时间后 （6~12 个
月）， 根据视力和双眼视的情况
进行手术， 才可以获得好的手
术效果。

19.�手术成功矫正斜视后
就不用戴眼镜了？

不对， 即使手术成功矫正
近视， 也要继续戴眼镜。 术后
第一天通过戴眼镜矫正屈光不
正， 有利于手术后双眼视功能
的维持和恢复， 从而保持斜视
手术的效果 ， 减少斜视复发 。
部分调节性内斜视， 手术后仍
需要通过眼镜来矫正斜视中的
调节部分。

20.�斜视会不会遗传？
多数斜视不会遗传， 但斜

视有家族遗传的倾向， 父母有
斜视者， 子女出现斜视的风险
会比其他人高。

21.�有的小孩看上去有斜
视， 但为什么医生检查却没有？

很多情况会导致假性斜

视的外观 ， 如鼻梁宽大扁平 ，
遮挡鼻侧的白眼球 ， 会产生
内斜的 “斗鸡眼 ” 外观 ； 又
如孩子因为散光 、 视力不良
而习惯歪头 、 侧方注视看电
视 ， 也会感觉像斜视 ； 或孩
子眼表或结膜炎症不适出现
偶尔 “翻白眼 ”、 挤眉弄眼等
动作 ， 会在家长过度关注和
责备下强化 ， 表现为 “斜视 ”
的外观 。 因此 ， 只要双眼的
视力正常 ， 医生通过角膜映
光和遮盖试验均未发现斜视 ，
就不必担心 ， 定期观察和随
诊即可。

22.�婴幼儿难以配合检查，
影响手术效果， 可否等他长大
后再手术？

不可以。 半岁以内发生的
斜视称为婴幼儿型斜视， 因发
病年龄小且斜度大， 对双眼视
功能的破坏严重， 应在 2 岁以
内尽早进行手术治疗。 此种斜
视角度类型， 不需要像成人一
样完成精确的检查， 也并不会
影响手术的疗效。 (待续)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斜视与弱视专科 王忠浩

������宝宝的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发育都
不完善， 这就导致年幼的宝宝很容易出
现便秘。 宝宝便秘后， 大部分家长会选
择用肥皂条或开塞露给宝宝通便， 但肥
皂中因含有甘油、 芳香剂、 碱和漂白剂
等成分， 容易对宝宝产生伤害， 家长应
尽量避免； 而开塞露虽然安全无害， 但
长期使用， 会导致宝宝的肠壁神经的敏
感度和应激性下降， 主动排便的意识和
能力降低， 对开塞露产生依赖， 因此，
开塞露只适用于临时缓解干硬结块的宿
便， 而不能长期使用。

面对宝宝便秘， 家长首先要做的
不是治疗 ， 而是查找其便秘的原因 ，
根据病因有针对性地调理。 如果宝宝
只是排便间隔时间长， 排出的大便不
干、 不硬， 排便的过程也不费力、 不
痛苦， 这类情况不算便秘， 不需要人
为干预。 如果宝宝排便次数减少， 且
排便时费力、 疼痛， 同时粪便干、 硬，
则可认为是便秘。 宝宝便秘通常是因
为饮食不合理、 没受到科学排便训练
或者是某些心理因素造成的， 家长应
根据宝宝便秘的具体情况调理， 如多
给宝宝吃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 多
吃些蔬菜、 水果等。
湖南省儿童医院药学部药师 向晓琴

������运动对孩子的生长发育有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 可以锻炼孩子
的心肺功能， 增强抵抗疾病的能
力， 但运动是一把双刃剑。 处于
生长发育旺盛时期的孩子器官、
组织尚未发育成熟， 如果过早地
让孩子进行某些不恰当的体育运
动 ， 不仅不利于孩子身体的锻
炼， 反而容易造成伤害， 因此，
并不是所有的运动都适合孩子。

根据儿童的解剖生理特点，
骨科专家建议下列运动不宜让孩
子尝试。 （1） 拔河： 儿童固定
关节的力量很弱， 骨骼弹性大、
硬度小， 拔河时易引起关节脱臼

和软组织损伤； （2） 引体向上、
俯卧撑、 仰卧起坐： 过早进行肌
肉负重的锻炼会影响身体各部分
匀称发育， 给心脏等器官造成负
担； （3） 长跑、 负重跑： 会增
加心脏负荷， 对关节处的骨骺发
育不利； （4） 掰手腕： 儿童四
肢各关节的关节囊比较松弛， 坚
固性较差 ， 掰手腕容易发生扭
伤； （5） 极限运动： 孩子的器
官各方面尚未成熟， 很难承受挑
战性的极限运动， 易造成损伤；
（6） “兔子跳”： 每跳一次， 膝
盖都会承受很大的冲击力， 容易
造成韧带和膝关节半月板损伤。

针对少年儿童身体发育的特
点， 家长可以选择一些孩子感兴
趣、 难度适中的运动项目， 如跳
绳 、 跳皮筋 、 拍皮球 、 踢小足
球、 打小篮球、 游泳、 踢毽子、
轮滑， 也可以去练散打、 跆拳道
和体操等。 这些运动项目既有助
于增加少年儿童的身高， 又不会
伤害身体， 还能培养孩子乐观向
上、 勇敢自信的品质。 但运动时
应把握 “循序渐进” 的原则， 每
次运动时间最好不要超过 1 个小
时， 且运动量不宜过大， 以孩子
运 动 后 不 感 到 疲 劳 为 限 。
湖南省儿童医院骨科 刘秀芳

宝宝便秘
调理重于治疗

必须弄清楚的 30件事（三）

关于斜视、弱视

儿童运动有宜忌

������小时候常常听人说 ： “XX 太缺
德， 将来生个孩子肯定没屁眼！” 孩子
没屁眼真的大人做了缺德事吗？ 当然
不是。 孩子出生后没有屁眼， 医学上
称 “先天性无肛”， 是一种先天缺陷疾
病， 并非诅咒的产物。

今年上半年， 湖南省儿童医院接
收了一位小患儿豆豆， 豆豆出生时就
被发现无肛门， 但可以 “排” 出大便，
紧张焦急的父母立即把孩子带到医院检
查。 经验丰富的新生儿外科教授一下就
看出了问题所在： 孩子在前庭的位置、
阴道的后方有一个 3 毫米的瘘口， 由于
孩子第一次到医院时还太小， 只对其采
取了保守治疗， 6 个月后对其实施了先
天性无肛合并直肠前庭瘘手术。 术后豆
豆恢复得很好， 几天就开始了正常饮
食， 成型的肛门也能排便了。

该手术方式相比传统手术风险大，
对医院和医生的水平要求也很高， 但
是 ， 这样既保证了一次性解决问题 ，
使患儿减少或者不留疤痕， 又能减轻
患者家庭负担 ， 更能减轻患儿痛苦 。
豆豆妈妈表示， 孩子目前恢复得很好，
饭量越来越大， 肛门排便也很通畅。

据了解， 该院是中国出生缺陷干
预救助基金会湖南省项目管理机构 ，
近年对接了 “明天计划 、 爱佑童心 、
天使分贝、 先天畸形干预救助” 等十
余项慈善基金项目， 累计资助 1400 余
名贫困儿童医疗费用达 2000 万， 专家
建议， 一旦家长发现孩子有类似疾病，
请立即就诊， 切莫错过诊疗康复机会。

湖南省儿童医院麻醉手术科 王靖燕

孩子没“屁眼”
可以手术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