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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高度近视眼并发症重视高度近视眼并发症

希望借助近视手术通过视力体检关的考
生，需要提前做准备，因为在有些情况下，并
不能马上手术，如长期佩戴隐形眼镜的人，须
停戴隐形眼镜两周后再做术前检查。提前做眼
部检查，发现眼病需要做相应的治疗后才能手
术，避免延误手术时机。

此外，做了近视手术，是不是就能恢复到
正常的视力？对此，专家表示，近视手术能让
人恢复到正常的视力范围，1.0-1.5都属于正常
视力范围，在这个正常范围内，能达到什么样
的程度则因人而异，因为各人身体有差异。超过
99%的病人在手术后第二天视力就能达到 1.0。
但是需要 1-3 个月，视力才会恢复到稳定的最
佳状态。

大家应尽量提早检查治疗，争取为体检预
留更多的视力恢复时间。

带脉为奇经八脉之一，据 《难经》
记载：“带脉者，起于季胁，回身一
周。”即起于季胁之章门穴，前终脐
腹，后环腰背，绕身一周，状如束带。
带脉为先天之根，后天之本：带脉秉赋
元精、元气、元神，先于奇经七脉而
充，先于十二经脉而成，得交通脾、肾而
蓄其精微而充盛，在整体系统制约下主
司人体生、长、壮、老、已生命过程。

带脉对于女性健康更是具有重要意
义 。 神 医 扁 鹊 在 邯 郸 时 做 过 “ 带 下
医”，也就是当时的妇科专家。带下病
是中医用了几千年的名词，跟“带脉”
颇有不解之缘。所有的妇科病都发生在
带脉以下，所以又叫“带下病”，妇科
大夫也称“带下医”。带脉下系胞宫，
与女子经、带、胎、产关系密切，故我

们将带脉称为女性的“安全带”。
带脉为病，大体上可分虚实两证，

虚证源于肾精亏损，经脉失养；实证则
由外邪侵袭或湿热瘀滞交阻而发生。可
以概括为带脉不和与带脉失约。

带脉不和，实证为主，其病表现是
经气阻滞，带脉紧束。《难经》云：“带
之为病，腹满，腰溶溶若坐水中。”其
为病多系寒湿外侵，脾经受邪，继而累
及带脉，以寒证居多。此外，由于带脉
总束诸脉，“诸经上下往来，遗热于带
脉之间”，以致客邪郁遏，湿热下注，
则属热证。腰痛引及少腹季胁之症，即
带脉为病。《金匮》 当归芍药散主治

“妇人腹中诸疾痛”，历代医家盛赞其治
疗妇人腹痛、经候不调、浮肿、带下等
症，如响斯应。妇女之带下病，即以带

脉为病而得名，冲、任、督三脉皆络于
带脉，若湿邪郁遏，带脉失束，任脉不
固，于是连绵而下。

带脉失约，虚证为主。其病理表现
是经气虚衰，带脉松弛。多缘肝肾下
虚，带脉失肾精之充养，脾气无力，带
脉失后天之支持，以及冲、任、督之内
损，殃及带脉所致。临床常见子宫脱
垂，多由久病体气亏虚所致，体虚羸弱
之质尤易罹患。治疗此类疾患，除培补
先后天，升举清气外，必须固束带脉，才
能增强疗效。清代名医傅青主“两收汤”
药用人参、白术、川芎、熟地、山药、山萸
肉、芡实、扁豆、巴戟天、杜仲、白果为治
疗子宫脱垂之良方，傅氏云:“此方补任
督而仍补腰脐者，盖以任督连于腰脐也，
补任督而不补腰脐，则任督无助，而带脉

何以升举？惟两补之则任督得腰脐之
助，带脉亦得任督之力而收矣。”

带脉对于女性如此重要，我们怎么
才能利用带脉保健防治妇科疾病于未然
呢？方法就是拍打带脉。经过从古至今
许多人的实践，拍打带脉不论是对减肥
排毒美容，还是妇科病都有良效。可以
调理痛经，强壮肾脏，提升阳气，还可
以紧致肌肤，收紧线条，淡化妊娠纹，
更可以调理便秘。刮带脉是以刮痧板经
常刮带脉上的重点穴位，如章门穴、五
枢穴、维道穴，它们正好在肝经胆经
上，刮痧是一种泻法，可疏通带脉、清
肝利胆、排毒通便、消脂减肥，消除腹
部赘肉。胆经循行于面部，也可以治疗
面部各种问题，如黄褐斑，痤疮等。

（作者系北京朝阳中医医院副主任医师）

医人与治国，在古代哲学家眼里，道理是相通的，正
所谓上医治国。

孟子说：“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
为不蓄，终身不得。”这句话啥意思呢？我们知道，孟子提
倡“仁政”，他说，现在的诸侯，如果有好行仁政的人，那其他
诸侯就会替他把百姓赶来了，就是万民来附的意思。但今天
这些希望统一天下的人，好比得了7年的病，想用3年的陈艾
来医治，如果事先不备好了，终身都得不到（统一天下）。

也就是说，无论干什么事，比如治国平天下，都得事
先做好准备，得有民意基础，得到民众支持才行。所以后
来，人们用“三年之艾”来形容凡事要在平时有准备，事
到临头再想办法就来不及，跟未雨绸缪的意思有点儿像。

孟子为啥拿三年之艾来做喻体？东汉学者赵岐给 《孟
子》 作注时说，“艾可以为炙人病，干久益善，故以为
喻”。艾能治病，而且干得越久越是好艾。新艾湿，陈艾
干。三年之艾属于陈艾，民谚说“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
来”。李时珍就认可“艾叶陈久者为上”的道理。孟子不是
医生，但他对艾的药用价值门清，也说明艾在历史上很早
就被广泛用于健康事业了。

东汉张仲景创立了暖宫止血的胶艾汤和治疗吐血不止
的柏叶汤，主药都是艾。梁代陶弘景甚至说“ （艾叶） 主
炙百病”。李时珍的老乡梅全喜写了一本书 《艾叶》，洋洋
洒洒25万字，论说艾的身世、价值甚详。

艾很早就走出医学范畴了。《诗经》《左转》 等先秦古
籍中，一般用“艾”来表达治理的意思，引申出安宁的意
思。可见，在古人眼里，艾是具有治理作用，能够使人安
宁的吉祥植物，既能治病，也隐含治理国家的意思。因
此，孟子以三年之艾论说治国的道理，不是很合适吗？

随着疫情的好转，一些体育培训机构也复工了。趁着暑
假，我赶紧给孩子报了个篮球班。

那天去上课，一个班十来个小孩，教练带着孩子们热身、
练体能、学习技术动作，场上热火朝天的。我们一群家长坐在一
边，一开始还看着孩子们训练，过了一会儿，就各自看手机了。

这种场景不是偶发，在很多体育培训机构外都能看到。有
人就说了，在国外公园空地上，常常看到家长带着孩子在进行
体育活动，一个足球、一个排球就能玩上大半天，可是很少能
在国内看到这种场景。在国内的体育场所，更多的情况是，家长
专程送孩子来训练，孩子在里面练，家长就在外面坐着玩手机。

为什么？这是家庭体育活动氛围不足以及运动理念不浓厚
的表现。孩子的健康成长，固然需要得到科学、专业的指导，
才能产生积极的效果。但是培训机构的管理只是一时的，更多
时间孩子还是生活在家庭中。

尤其疫情期间，本来运动就少，如果家长吃完饭就在沙发
上一窝或在床上一躺，不去陪着、带着孩子运动，那么，孩子
的运动兴趣很难得到很好的培养——除非孩子本身特别喜欢运
动，而更多情况，恐怕是有样学样。宅爸宅妈难以养出对运动
有浓厚兴趣的孩子。

那么，中国家长是真的不愿意陪孩子一起运动吗？其实也
不然。除了一部分人确实缺乏这方面的意识，更多人恐怕还是
受制于客观条件的限制。

外国人少地方多，足球场、篮球场等体育运动场所多，再
不济自己家院子里也能搭个篮球架。中国呢，人均运动场所面
积很少。笔者家附近有一个足球场，收费贵不说，每天晚上球
场上恨不得挤进去四五十人。足球场要分成三个部分，大家要
分成六支球队一起踢，开大脚是严禁的。就这样的场地，还得
提前订，大人都不够用，还能带着孩子去踢球？

篮球、飞盘、排球等其他运动项目也大抵如此。去公园草
坪？对不起，“小草微微笑,请您绕一绕”。那么，这亲子运动，
数来数去，恐怕只有跳绳能进行了。因此，和孩子一起运动，不是
家长不想，很多时候是做不到。最后，只能花钱买课，让孩子去运
动，自己在一旁陪着等着，无聊了，玩会手机也在情理之中。

还好，国家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正在加大体育运动基础设
施的建设，增大运动场所的供给。国家发改委不久前表示，努
力缓解人民群众“望球兴叹、一场难求”的矛盾，截至2019年
底，“十三五”期间新增社会足球场地16150块。下一步，将进
一步加大督促力度，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除足球场外，其他运动场所、设施的建设，各地也在加快
推进中。相信不久的将来，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一起运动的场
景，会越来越多。

中建路桥集团组织青年志愿服务队近日走进对口帮扶的河
北省张北县台路沟乡石头囫囵村，开展健康咨询和义诊。实打
实为乡亲们办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图为爱心义诊现场。

（鲁 颖 吴智铭摄）

和孩子一起运动，
家长做不到啊

熊 建

三年之艾
熊 建

为什么说带脉是女性安全带
王红蕊

生于非典，考于新冠。近日，被称为最难一届的高考生开始面临填报志愿的考
验。根据历年经验，对一些考生来说，很多高校的热门专业想报却不能报，皆卡在
了视力上。不仅仅是特殊专业对学生视力有严格要求，就连普通院校的科学工程类
专业，甚至有的舞蹈体育类专业，都设置了视力门槛。

想报理想专业，却受限于视力，怎么办？有的学子就考虑通过近视手术来解
决，但很多学生、家长对近视手术知之甚少，难以选择合适的术式。为此，本期

“健康直通车”请来眼科专家为考生及家长答疑解惑。专家指出，近视矫正手术并非
人人可做，更不是随时都可做。开展术前检查前，需要提前做好“停镜”等准备。

高考后做近视矫正手术的学生增多，专家提醒——

手术摘镜虽好 并非人人可做
李 鑫 杨 琳

今年 19 岁的小杰是山西省大同市一
名高三学生。7 月 8 日下午 5 点，考试结
束铃声响起，冲出考场后的同学们，大
多都是三五相邀一起去狂欢，庆祝大考
结束，而小杰送给自己的考后礼物是一
台近视手术。下午6点，刚刚结束考试的
小杰已然躺在大同爱尔眼科医院屈光科
的手术室内，准备实施全飞秒近视手术。

双眼 400 度近视，伴随左眼 75 度、
右眼 25 度散光，戴镜 7 年的小杰深受近
视困扰：“虽然暂时没想好要报考什么专
业和院校，但我早就下定决心，高考结
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做近视手术，
这也是我送给自己的考后礼物！”

手术很成功，小杰实现了摘镜愿
望。和小杰一样，有很多考生希望通过
近视手术打破视力门槛，从而能够选择
心仪的高校专业。

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 2018 年中国儿
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儿童青少
年 总 体 近 视 率 为 53.6% ， 高 中 生 为
81.0%。“近视是不可逆的，目前手术是
唯一的摘镜矫正手段。”国务院特殊津贴
专家、爱尔眼科屈光手术学科带头人王
铮教授表示。

正因如此，很多地方医院的眼科，
高考后第一天门诊量激增。

以武汉爱尔眼科医院为例，高考后
首日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近 200%。沈阳
爱尔眼科医院屈光科门诊一天内接待了
300 余名高考生。“出现这样的情况，我
们并不意外，往年高考生的近视手术需
求会在寒假期间消化一部分，而今年因
为疫情的原因，所有的手术需求全部集
中在暑期，加之今年暑期又比较短，所
以屈光科门诊量出现了一个井喷式的增
长情况。”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博士生
导师、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辽宁省区副总
院长方学军教授说。

近视问题已成国病。
虽然通过激光手术矫正视力得到官方明确认

可，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这种手术。“近视度
数过高、角膜厚度不够的人是不建议做角膜激光
手术的。”王铮强调，“因此一定要到专业的眼科
医疗机构，进行严格的术前检查。建议考生和家
长应早做打算，因为手术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因
此该早做术前检查，先确认能否实施近视手术，也
好为填报志愿和专业选择提供参考。”

王铮提醒，开展术前检查前，需提前做好

“停镜”等系列准备。如软性球镜停戴 1 周以上，
软性散光镜及硬镜停戴3周以上，角膜塑形镜停戴
3个月以上。

“常常有近视患者问我们，哪种术式最好？我
想特别强调的是，穿衣需量体裁衣，近视手术更
得“量眼定制”。各种近视矫正术式的适用范围、
效果特征和术后优势都有区别，如精雕手术恢复
快、视觉质量优；SMILE 近视手术微创无瓣……
每个人的眼睛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最好的术
式，只有最适合的。”方学军说。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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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视手术得“量眼定制”

除了有利于摘镜选专业的诉求外，年轻人做
近视手术还有其他目的。因为近视并非只是影响
视力，还会引发并发症。

作为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执行主任，同时也
是一名眼底病专业医生的许迅教授就表示，近年
来高度近视眼底并发症频发，提醒我们应该警惕
近视眼并发症，高度重视近视防控。

近视最严重的并发症就是眼底的病变，而这种
眼底病变目前大多数还没有完美的方法来治疗。

“眼睛就像一台照相机，眼底就像胶卷照相机的底
片，底片出了问题一般来说都很难修理。”许迅说，
他30多年以前开始做眼科医生的时候，还很少见到
高度近视眼的眼底并发症，但是在最近这些年，每
一次的门诊都会碰到不少高度近视眼造成的眼底
并发症，比如视网膜脱离、黄斑牵引性病变等。

据介绍，高度近视眼的眼底并发症频发，原
因在于近视眼随着近视度数的发展，眼轴逐渐变
长，就像一个气球越吹越大，在最薄弱的地方，
也就是在眼底，会出现萎缩、组织变薄甚至破裂
等问题。

许迅表示，目前大家对于近视的认识有两个

误区。误区一：近视戴个眼镜就够了。误区二：
近视做激光手术可以一劳永逸。首先，高度近
视者眼底的并发症多发生在 40、50岁以后，在东
亚和东南亚地区，近视性的眼底病已经成为成年
人主要的致盲眼病。其次，激光手术可以矫正近
视，把眼镜摘掉，但并不能改变已经变大、变形
的眼球，也不能改变已经出现的眼底问题，所以
也就不能降低致盲和视力损伤的风险，因此，需
要谨慎对待。

近视是我国患病率最高的慢性眼病之一，严
重影响了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专家建议，近
视防控要趁早，希望能够从0岁就开展全周期、高
品质的视觉健康服务。近视的防控是“金字塔”
形的三级任务。一级是“塔底”，需要普遍控制人
群的危险因素，筛选出高危对象，预防近视的发
生。比如注意读写坐姿、灯光环境，增加户外活
动等。二级是“塔中”，对已发生的近视眼要积极
地面对，早期发现、延缓进展，防止变成高度近
视眼，甚至病理性近视。三级是“塔尖”，对已有
的高度近视眼，目前只有比较少的三级医院和专
科医院的眼科才能进行相关治疗。

成语里的中医

小杰在手术室与大同爱尔眼科医院屈光中心主任赵雷合影

专家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