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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怡今年 7 岁， 去年发现
看黑板有点模糊 、 眼睛容易
疲劳 。 为了不让孩子小小年
纪就戴眼镜 ， 小怡的母亲黄
女 士 带 她 去 了 一 家 宣 传 能
“治愈 ” 近视的矫正机构治
疗 ， 按摩 、 中医理疗 、 转动
眼球练习等各种 “恢复训练”
进行了 6 个月， 仍不见好转。
焦急的黄女士近日带着小怡
来到眼科医院接受了专业的
医学检查 ， 医生最终确诊 ，
小怡双眼已有 150 度近视 ，
且已是不可逆的真性近视。

“如果家长发现孩子视
力模糊后 ， 第一时间就来医
院进行专业检查 ， 可能不会
发展成真性近视。” 中南大学
爱尔眼科学院硕士生导师蓝
卫忠副教授表示 ， 假性近视
其实只是一种眼疲劳 ， 是眼
睛在长期疲劳状态下所表现
出来的一种近视状态 ， 假性
近视是完全可以通过科学治
疗和生活习惯的改变来纠正
的 。 而当下 ， 由于近视矫正
领域乱象丛生 ， 一些宣称能
治疗近视的 “近视茶”、 “近

视治疗仪 ”、 “视力训练仪 ”
等产品充斥市场 ， 让不少假
性近视的孩子错过了最佳治
疗期， 最终发展成真性近视；
让轻度近视的孩子近视度数
越来越深。

“近视是由眼轴变长导致
的， 而眼轴变长是一个不可逆
的过程， 所以真性近视一旦发
生， 只能通过科学的手段加以
干预控制， 而无法治愈。 这就
好似一个人的个子长高后， 无
法再变矮一样， 因此近视度数
也不可能自然消失。” 蓝卫忠
介绍， 青少年近视度数平均每
年增长 100 度左右， 如果不进
行科学合理地干预和管控， 很
有可能日后发展成为高度近
视。 高度近视容易导致一系列
严重的并发症 ， 最终甚至失
明， 因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和
警惕。

为了精准地明确小怡具
体的近视眼原因 ， 蓝卫忠给
小怡进行了为期一周的 “用
眼习惯监测 ” 。 监测结果显
示： 除用眼距离尚可 （32 厘
米 ） 外 ， 小怡其他各项参数

均不达标 。 尤其是连续近距
离用眼时长超过 20 分钟的占
比竟高达 46% （医生建议预
防近视 ， 每天近距离用眼不
应超 3 小时， 且每 20 分钟需
远眺 20 秒 ）； 日平均有效户
外暴露时长仅有 36 分钟 （防
近视每天户外暴露时长需 1
小时以上）； 日平均光照强度
仅有 89lux （防近视日平均光
照强度需 200lux 以上）。

“孩子的用眼行为和习惯
非常不理想， 如果继续这样不
良用眼， 她的近视度数将会迅
速加深。” 详细评估其用眼行
为后， 蓝卫忠为小怡设计了个
性化的近视防控方案， 矫正其
不良的用眼行为和习惯， 同时
建议其购置台灯增加做作业时
的环境光照强度， 此外， 还与
小怡家长沟通制定了劳逸结合
的课外活动时间， 并为其建立
了专属的屈光发育档案 ， 以
便日后跟踪对比 。 半年后 ，
在个性化近视防控方案与家
长的共同努力下 ， 小怡的各
项用眼行为参数均较之前有
显著改善。

自控能力发育障碍
本报讯 （通讯员 舒兰） 7 岁的丁丁读二年级

了， 上课经常搞小动作， 无法专心听讲， 回家后也
是一刻不停， 无法安静下来， 丁丁妈妈实在招架不
住， 带着丁丁去医院检查， 医生详细检查评估后，
确诊丁丁患有多动症， 需要针对性地进行治疗。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舒兰教授
介绍，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俗称多动症， 是比较常
见的一种自控能力发育障碍性疾病， 多起病于
6~9 岁， 男女比例约为 4： 1。 该病早期常常被家
长、 老师误以为是淘气， 直至因活动度过高而影
响学习时才会引起关注并就诊。

有些家长认为孩子好动是正常的， “长大就
好了”，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 多动的症状的确可
能会减少， 但是冲动的趋向和不专心等问题仍会
持续， 如不能得到及时治疗， 部分患儿因疾病将
明显影响其学业、 身心健康以及成年后的家庭生
活和社交能力。 早诊断、 早治疗非常重要。

妙龄女孩成“无眉大侠”
本报讯 （通讯员 方小丽） 湖南省第二人民

医院躯体疾病精神科近日接诊了一名因患上拔毛
癖而成 “无眉大侠” 的妙龄少女小米 （化名）。
18 岁的她是某高校的大一学生， 平素性格内向，
来就诊时医生发现长相清秀的她竟然眉毛全无，
头顶也秃了一大块。 医生询问家属后得知， 这是
小米自己的 “杰作” ———她将自己的眉毛和头发
都拔了下来。 经过系列检查， 该院确诊小米患上
了 “拔毛癖”。

据了解， 小米从 16 岁开始因学习压力大、 家
庭不和谐 （父母经常争吵、 打架）， 就曾有拔自身
毛发的行为， 但由于家人没有引起重视， 未得到
系统专业治疗。 这次因为跟父母闹矛盾， 小米一
气之下把自己眉毛拔光了， 并在头顶及身上不同
部位轮换着拔毛发， 拔完后负面情绪瞬间释放，
感觉心情无比舒畅； 但是事后看到镜子里的自己
又感到焦虑和痛苦。 小米明知该行为没必要且伤
害了自己， 但仍无法控制反复该行为， 并为此烦
躁不安、 心情抑郁， 严重干扰了学习及生活。

该院躯体疾病精神科副主任医师张喜艳解释，
“拔毛癖” 是以反复拔除自己或他人的毛发为主要
表现的一种强迫相关障碍， 该病大多始于青春期
早期， 其疾病的严重度和持续性是经常变动的，
症状很轻时可能并不明显， 也无痛苦， 症状严重
时， 可以导致个体斑秃或脱发以及一些躯体症状。

密闭环境易患此病
本报讯 （通讯员 罗玉玲杨正强） 9 岁的小哲

是永州人。 由于父母常年在外地做生意， 小哲一直
由外婆照看抚养。 平时， 小哲喜欢用手机玩网络游
戏， 还经常不吃早餐， 把钱攒起来购买游戏装备，
晚上更是趁着外婆睡觉后， 蒙在被子里打游戏到深
夜。 今年 5月初的一天， 小哲的外婆摸到小哲的颈
部两侧都有大小不一的 “坨”， 赶紧带着小哲到医
院检查， 经确诊小哲不仅患上了淋巴结核， 同时还
患有肺结核。 小哲随后被转送到湖南省胸科医院接
受进一步治疗， 目前病情已经好转。

该院内二科主任李芳白表示， 结核病患儿
70%以上来自农村， 且多为留守儿童。 因为留守
儿童缺乏父母的关爱和陪伴， 家中老人又缺乏相
关的健康知识。 有些孩子作息不规律， 营养不平
衡， 不注意卫生习惯， 造成机体免疫力下降。 在
密闭、 空气不流通的居室或场所， 一旦接触到成
人肺结核患者， 就容易患病。

�������6 月 10 日至 16 日， 是全国第一个老年健康宣传周。
6 月 10 日， 由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 湖南省人民
医院承办的 2019 年湖南省老年健康宣传周活动启动， 宣
传周以“懂健康知识， 做健康老人” 为主题， 通过开展
60 岁以上老年人免费就诊、 义诊、 健康讲座等多个活动
提高老年人健康意识。 同时， 湖南省卫健委、 湖南省老
干局、 湖南省人民医院等单位还联合创办“湖南老年健
康促进大讲堂”， 届时将有知名医学专家在大讲堂平台上
以直播或录播形式， 对老年人开展血管疾病、 糖尿病、
安全用药等系列宣教活动。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周瑾容 张维夏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史习
蒙） 近日 ， 常德市第二人
民医院外一科收治了一名
“肛周坏死性筋膜炎 ” 患
者 ， 患者经全力救治后痊
愈出院。

患者王先生入院时肛周
剧痛难忍、 神志淡漠， 医生
检查发现 ， 王先生血压下
降、 心率快， 血糖高达 29
毫摩尔/升， 肛门口有少许
脓液流出， 肛周肿胀非常明
显， 肛门括约肌松弛。 该院
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外一科
副主任医师李先军意识到这
是肛周坏死性筋膜炎， 需立
刻进行急诊手术。

李先军介绍， 很多患者
或非专科医生对肛周坏死性
筋膜炎认识不足， 想当然认
为是痔疮痛或者肛瘘、 肛周
脓肿而重视不够 ， 延误治
疗。 加之本病发病凶险， 极
易扩散， 因此死亡率极高。
李先军提醒， 当出现肛周皮
肤红肿、 疼痛， 随着肿胀加
剧， 局部皮肤颜色改变时，
应引起重视。

“近视恢复”练成真性近视
本报记者 王璐 通讯员 屈慧莹

湖南启动首个老年健康宣传周活动

———专家谈个性化科学防控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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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 还经常不吃早餐， 把钱攒起来购买游戏装备，
晚上更是趁着外婆睡觉后， 蒙在被子里打游戏到深
夜。 今年 5月初的一天， 小哲的外婆摸到小哲的颈
部两侧都有大小不一的 “坨”， 赶紧带着小哲到医
院检查， 经确诊小哲不仅患上了淋巴结核， 同时还
患有肺结核。 小哲随后被转送到湖南省胸科医院接
受进一步治疗， 目前病情已经好转。

该院内二科主任李芳白表示， 结核病患儿
70%以上来自农村， 且多为留守儿童。 因为留守
儿童缺乏父母的关爱和陪伴， 家中老人又缺乏相
关的健康知识。 有些孩子作息不规律， 营养不平
衡， 不注意卫生习惯， 造成机体免疫力下降。 在
密闭、 空气不流通的居室或场所， 一旦接触到成
人肺结核患者， 就容易患病。

自控能力发育障碍
本报讯 （通讯员 舒兰） 7 岁的丁丁读二年级

了， 上课经常搞小动作， 无法专心听讲， 回家后也
是一刻不停， 无法安静下来， 丁丁妈妈实在招架不
住， 带着丁丁去医院检查， 医生详细检查评估后，
确诊丁丁患有多动症， 需要针对性地进行治疗。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舒兰教授
介绍，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俗称多动症， 是比较常
见的一种自控能力发育障碍性疾病， 多起病于
6~9 岁， 男女比例约为 4： 1。 该病早期常常被家
长、 老师误以为是淘气， 直至因活动度过高而影
响学习时才会引起关注并就诊。

有些家长认为孩子好动是正常的， “长大就
好了”，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 多动的症状的确可
能会减少， 但是冲动的趋向和不专心等问题仍会
持续， 如不能得到及时治疗， 部分患儿因疾病将
明显影响其学业、 身心健康以及成年后的家庭生
活和社交能力。 早诊断、 早治疗非常重要。

妙龄女孩成“无眉大侠”
本报讯 （通讯员 方小丽） 湖南省第二人民

医院躯体疾病精神科近日接诊了一名因患上拔毛
癖而成 “无眉大侠” 的妙龄少女小米 （化名）。
18 岁的她是某高校的大一学生， 平素性格内向，
来就诊时医生发现长相清秀的她竟然眉毛全无，
头顶也秃了一大块。 医生询问家属后得知， 这是
小米自己的 “杰作” ———她将自己的眉毛和头发
都拔了下来。 经过系列检查， 该院确诊小米患上
了 “拔毛癖”。

据了解， 小米从 16 岁开始因学习压力大、 家
庭不和谐 （父母经常争吵、 打架）， 就曾有拔自身
毛发的行为， 但由于家人没有引起重视， 未得到
系统专业治疗。 这次因为跟父母闹矛盾， 小米一
气之下把自己眉毛拔光了， 并在头顶及身上不同
部位轮换着拔毛发， 拔完后负面情绪瞬间释放，
感觉心情无比舒畅； 但是事后看到镜子里的自己
又感到焦虑和痛苦。 小米明知该行为没必要且伤
害了自己， 但仍无法控制反复该行为， 并为此烦
躁不安、 心情抑郁， 严重干扰了学习及生活。

该院躯体疾病精神科副主任医师张喜艳解释，
“拔毛癖” 是以反复拔除自己或他人的毛发为主要
表现的一种强迫相关障碍， 该病大多始于青春期
早期， 其疾病的严重度和持续性是经常变动的，
症状很轻时可能并不明显， 也无痛苦， 症状严重
时， 可以导致个体斑秃或脱发以及一些躯体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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