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年龄小于18周岁；
2、每年屈光度数变化超过100度；
3、眼部活动性炎症和感染、重度干眼；
4、患有其他全身性疾病
和焦虑、抑郁、躁狂等心理疾病；

5、重度弱视者。

近视矫正手术分几种？

近视矫正手术主要分为角膜屈光手术和晶体植入手术。

角膜屈光手术：通过激光将角膜削薄一点，使角膜这
个大“凸透镜”变得没那么“凸”，是目前应用较广、比较受
认可的手术方式，具体分为半飞秒和全飞秒两种术式。

晶体植入手术：在虹膜前植入一个晶体，相当于在眼
内布设了一个“隐形眼镜”，该方法保留了角膜的完整性，
但晶体植入和摘除会对眼睛造成一定损伤。

如何选择？

近视矫正手术已在国内开展了数十
年，帮助数百万人摘掉了眼镜，从临床实
践看，近视矫正手术总体上是安全的。

近视矫正手术首先取决于患者的个
人意见，如果患者决定进行近视矫正手
术，则应选择正规医疗机构进行严格的
术前筛查，根据医生建议选择适合的手
术方式，定期进行术后随访，基本可以实
现摘掉眼镜的目的。

术前术后需要注意什么？

近视矫正手术前需停戴隐形眼
镜一周以上，术前需遵医嘱用抗生
素滴眼液滴眼，然后才可接受手术。

术后要注意用眼卫生，术后一个
月内，不要揉眼，不做篮球、足球、拳
击等对抗撞击类运动，按医嘱点眼
药，定期检查，如有不适，立刻就诊。

以下人群不建议

如何给孩子
勾勒一个

“清晰”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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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环境光，让桌椅、黑板等的高度与
学生身高匹配，督促学生保持良好坐姿和
做眼保健操，监控孩子近距离阅读的时长
……学校和家庭是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

“主阵地”。
“要常抓不懈，更要全员参与。”中国老

年医学学会会长范利认为，学校应把近视
防控提升到与学生考试分数同等重要的程
度，家长也始终不能放松对孩子的正确指
导和监督。

近视防控是一个系统的问题，需要社会
各界共同配合。让更多孩子的视力问题得
到及时检测与干预，几天来，北京国视力健
康管理中心走进北京市西城区椿树社区，
为社区免费提供视力健康教育，进行视力
检查、评估、建档。同时征集 200 位弱视儿
童，进行免费服务。

“很多地方已经开始建立孩子们的视
觉发育档案，会录入孩子详细的屈光状态参
数，但是往往不注意录入家长信息。”施维说，

由于近视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如果在学籍表
上同时填报家长视力信息，就可以把父母都
是600度以上高度近视者的孩子列为重点防
控人群，从而有利于这些孩子的眼健康。

施维认为，近视的监测和随访过程中，
数据收集必须准确，如此才能获取孩子的
连续的视光发育曲线，并根据其个体的特
点进行个性化防控。

“应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特色优势，形成
覆盖儿童青少年全周期的近视防控体系。”
亢泽峰说，大量病例证明，眼保健操、耳穴
压豆、揿针及许多中医特色诊疗技术，有利
于近视早期防控、防止中高度近视发展甚
至病理性近视出现病变。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院长何伟还建议，
利用数字化智能设备让近视防控筛查便利
化，加快建立乡村中小学电子健康档案，确
保数据完整准确、可追溯、可管理；加强教
育培训，提升基层儿童眼保健医生的能力。

据新华社

据英国《卫报》消息，国际暗能量调查（DES）
团队的科学家利用人工智能分析了1亿个星系
的形状和光的图像，绘制了一份覆盖南半球1/4
天空（从地球上可见夜空总面积的1/8）的地图。
这是迄今最大的暗物质地图。他们还绘制了巨大
宇宙空洞的位置。这有助于人们更近距离地了解
宇宙是由什么组成的，以及它是如何进化的。相
关研究将发表在最近的《皇家天文学会月刊》上。

暗物质是现代物理学中最难以捉摸的谜团
之一。科学家认为，暗物质约占宇宙质量的80%，
其引力足以将整个星系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称
为宇宙网的结构。

当遥远星系到达地球的光线发生弯曲时，根据
时空扭曲现象，研究人员可以推测出暗物质的存
在。研究小组追踪了来自1亿个星系的光的数据，
每个星系看起来都是不超过10个像素的光点。他
们将数据输入机器学习算法中，并使用人工智能来
识别光线中的模式，绘制了这份暗物质地图。

地图中可以看到粉红色、紫色和黑色的斑点，
聚集在一个浅色的环内（银河系的叠加图像），地
图上最亮的区域显示了暗物质最密集的地方，与
超星系团相对应，而黑色斑块是宇宙的空洞。

DES团队的计算表明，尽管这种物质的分布与
标准模型中的预测大体一致，但并不是“完美的匹
配”。暗物质并不像预期的那样呈块状，有迹象表明
它更平滑、分布更广。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和法国巴
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尼尔·杰弗里博士是该项目的共
同负责人，他表示，这有可能意味着爱因斯坦的广
义相对论“出了问题”。 据科技日报

55 岁的谢师傅是四川人，到杭州打工十余
年，因父亲病故回老家小住了一段时间。不久后
便出现食欲不振和乏力，起初还伴有不明原因的
轻度腹痛、腹泻。

4个月过去了，他一直以为是心情郁闷所致，
直到出现了3天的畏寒、发热，才到杭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肝胆胰外科就诊。这一检查可把医生和
谢师傅都吓坏了，因为超声影像科检查显示：谢
师傅的左肝已经被“掏空”，变成了一个大脓球，
医 生 仔 细 测 量 了 一 下 ，大 脓 球 达 到 19cm ×
18cm×12cm大小。

入院后腹部CT检查发现肝脓肿壁上长了很
多肿瘤样的结构，而且壁很厚。

进一步追查“元凶”，医生在超声指引下给谢
师傅做了脓球的穿刺引流，结果大量的灰白色脓
液被顺利引出。

但是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后，却没有发现细
菌、真菌、结核和恶性肿瘤的“踪迹”。

经过三周的引流和保守治疗，复查增强CT
发现谢师傅左肝的脓肿小了一大半。

但是，肝脓肿厚壁及厚壁上的很多肿瘤样组
织没有变化，引流管里引流出来的液体开始减
少，而且脓腔也不再进一步缩小，显示出这个脓
肿很难自愈。

经过多学科会诊及讨论后，医生果断为患者
进行了手术，将左半肝切除。谁都没有想到，病理
医生切开后看到脓肿壁上大量的肿瘤样结构竟
然是“肉芽肿性炎性肿块”。里面甚至还爬满了灯
泡状、壳厚的华支睾吸虫虫卵（又称为肝吸虫），
脓肿内多得数不清，看得人头皮发麻……

术后，谢师傅回忆起自己回老家时，买过当
地的鱼做了一次酸菜鱼。“为了追求鲜嫩的口感，
鱼片我只用热水氽了几十秒就吃了。”谢师傅说，
他们当地有生吃或半生吃鱼片的习惯，当地人称
之为“鱼生”。

这下真相大白了！肝吸虫虫卵喜欢躲在淡水
鱼虾等水产品体内，当人们吃了卫生不达标的生
鱼片或未熟透的鱼虾等食物时，它就会随之悄悄
潜伏进人体。

“一旦鱼被肝吸虫感染，吃了生鱼片之后人
随即也会感染。”医生告诉谢师傅。此虫繁殖力惊
人，每次可产1400～2000个卵，而且可存活20～
30年。如果置之不理，它们不仅会在肝内安家，而
且会靠肝“吃”肝。

医生表示，不管是哪里的淡水鱼和淡水虾，
还有经淡水回游的海鱼，都有可能被肝吸虫感
染。目前已证实的肝吸虫中间宿主包括鲤鱼、草
鱼、鳊鱼、鲫鱼、大头鱼、土鲮鱼等68种。

如何预防？吃烤鱼、火锅、烧烤别急，熟了再
吃；别生吃淡水鱼鱼片、“醉虾”、“醉蟹”，也别把
生鱼虾喂给自己的宠物；别喝生水。

据成都商报四川名医

吸入接种和注射接种有啥不同？
呼吸道局部产生黏膜免疫

陶黎纳解释，吸入接种是通过呼吸
道接触疫苗，模仿了病毒的自然感染过
程，可以比注射型疫苗多产生一种免疫
机制——在呼吸道局部产生黏膜免疫。

“黏膜免疫可以理解为，疫苗在作为人
体第一道防线的呼吸道黏液里，就部署
了大量抗体以及免疫细胞。病毒还来不
及安营扎寨，就被抗体消灭掉，感染人
体的机会大大降低。”

据澎湃新闻报道，去年 8 月 14 日，国
际著名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s》发
表了陈薇院士团队的研究论文《单剂量的
腺 病 毒 载 体 疫 苗 可 提 供 针 对
SARS-CoV-2攻击的保护》。陈薇团队在
该研究中提到，肌肉注射时强烈诱发全身
体液和细胞免疫反应，促进对入侵病毒的
快速防御。而吸入式疫苗接种，除了全身

免疫外，还诱导病原体特异性粘膜免疫，
这可以在新冠病毒进入人体时就提供第
一道防线，防止病毒在上呼吸道复制，阻
断人与人之间的传播。

陶黎纳提到，对于重组腺病毒疫苗来
说，吸入式还有一个优势就是，该疫苗以
腺病毒为载体，如果有人此前感染过腺病
毒，体内预存抗体就会杀死通过注射疫苗
进入人体的腺病毒，只有少量腺病毒可以
进入人体，这会影响疫苗注射效果。而吸
入式重组腺病毒疫苗，避免了人体血液里
的预存抗体把疫苗消耗掉的问题。

吸入型疫苗如何接种？
每个人用一次性吸头吸入

据陈薇院士透露，雾化吸入式疫苗只
需针剂疫苗的五分之一剂量。陶黎纳解释，
吸入型疫苗每人只需接种0.1毫升，而注射
型疫苗需要0.5毫升，相当于在疫苗产能不

变的情况下，实际供应量变成了原来的5
倍。康希诺公司之前按注射型重组腺病毒
疫苗单剂0.5毫升公布的产能为5亿剂，那
么改为吸入型重组腺病毒疫苗后相当于产
能就变成了25亿剂，一家就能满足全国人
民接种。单价也可大大降低，同时，这种吸
入式的接种方式对于怕打针的孩子和成年
人更加友好。

雾化吸入式疫苗上市后如何接种？陶
黎纳表示，喷鼻型流感疫苗是1支1人用，
其接种装置也是一次性使用。吸入型重组
腺病毒疫苗若是单支1.5毫升包装，理论上
要接种15人次，实际由于损耗，接种10人
次以上肯定没问题。这种多剂次包装的吸
入型疫苗，会配一个专门的雾化吸入装置，
每个人用一次性吸头吸入，不需要像注射
型疫苗那样每次都要拆注射器抽吸疫苗，
接种效率会更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阳
综合澎湃新闻

“小眼镜”
超半数

每年6月6日是全国“爱眼日”。从2016年到2019年，连续4年的全国“爱眼
日”主题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小眼镜”越来越多，让无数家长既揪心又无奈。这个关系家庭健康、民族未
来的大问题怎么破解？听听专家怎么说。

“近视眼真正的危害在于，高度近视眼
病理性近视导致的并发症是致残、致盲的重
要因素。”在近日举行的全面推进健康中国
建设“呵护明亮双眼 共筑光明未来”——
2021首届近视防控主题研讨会上，首都医科
大学眼科学院院长王宁利说，我国流行病学
调查发现近视眼的致残、致盲率在所有疾病
中排名第一，而小学、中学是近视眼患病率
急剧增高的阶段。

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副院长亢泽
峰说，病理性近视可能导致视网膜的变性、
萎缩、脱离，发生白内障、青光眼以及黄斑
出血等并发症。“如果18岁前把近视度数控
制在600度以内，就能有效减少74%的白内
障、67%的青光眼、99%的黄斑病变以及98%
的视网膜脱离等风险。”

教育部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开展
的调查显示，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
近视率为53.6%，2019年这一数字为50.2%，
较 2018 年下降了 3.4 个百分点。受疫情影
响，2020年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较
2019年小幅上升。

2019 年，国家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纳入《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近
日，教育部等 15 个部门联合印发《儿童青
少年近视防控光明行动工作方案（2021－
2025 年）》，实施引导学生自觉爱眼护眼
等八个方面的专项行动。这是继 2018 年
教育部等 8 个部门联合印发综合防控儿
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后，有关部门又一
次针对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问题开展联
合行动。

保持正确用眼习惯、每天户外活动两
小时、保证充足睡眠……这些近视防控常
识虽然很多家长和孩子已经知晓，但往往
执行不到位。

“增加户外活动、减少近距离阅读，正
是现在近视防控的痛点和难点。”亢泽峰
说，孩子学业负担加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
导致近视发生率高，如何处理好学生近视
与考学的关系，是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

家长缺乏儿童眼保健知识，也会导致
孩子戴上“小眼镜”。根据国家卫健委近日
发布的《0～6 岁儿童眼保健核心知识问
答》，从宝宝一出生就应该开始做定期的视
力筛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眼科专家施维说，0～3 岁孩子的视力筛查
往往容易被忽略。

“近视防控措施还应当注重个性化、规
范化。”施维说，角膜塑形镜和低浓度阿托品
是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但并非对所有孩子
适用。每个孩子的近视成因不同，有的孩子使
用低浓度阿托品没有防控作用却有副作用，
而角膜塑形镜、离焦镜片等也需要规范佩戴。

此外，近视防控还存在一些误区。北京
大学医学部眼视光学院院长助理王凯说，
并非度数低就可以不查眼底、不做近视的
控制。“我们强调高度近视眼要防止出现眼
部并发症，但实际上，临床中两三百度出现
视网膜脱落的占比也不低。”

雾化吸入式疫苗正在申请紧急使用

专家详解：呼吸道局部产生黏膜免疫

近日，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工程院
院士陈薇在2021浦江创新论坛做报告时
透露，其团队研制的双非疫苗，即非注射、
非冷链的雾化吸入式疫苗，去年9月29日
在武汉开展临床试验，药监局已批准了扩
大临床的批件，现在正在申请紧急使用。

陈薇解释说，雾化吸入式疫苗只需针
剂疫苗的五分之一剂量，且不用一瓶一瓶
装，疫苗瓶子的瓶颈问题也可以解决。现
在打的疫苗如果雾化吸入还有黏膜免疫。

疫苗专家陶黎纳告诉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这种吸入式疫苗具有三大优势：
首先，吸入型疫苗可以产生黏膜免疫；其
次，大大减少疫苗用量，等于提升了供应
量；再次，无痛接种，老中青幼皆宜，接种效
率更高。

一男子左肝被掏空，壁上长满虫卵

大热天，
吃饭别犯这个错！

迄今最大暗物质地图绘成
覆盖南半球1/4天空

超声影像检查显示谢师傅的左肝已经被“掏空”

研命生 究课

科沿前 技

图据IC photo

“小眼镜”危害大 多部门连出“重拳”

“小眼镜”易戴不易摘 背后原因有几多？

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 需全员参与、常抓不懈

暗能量勘测团队绘制的宇宙暗物质分布图
图据英国《卫报》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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