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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视不仅会对孩子的外观有影响，更
严重的会使视功能受损，影响孩子日后的
视功能发育。记者从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
心获悉，很多年轻爸妈正在不经意间培养
出“斜眼”宝宝。原来，婴幼儿阶段是斜视
的高发年龄段。有不少家长为了刺激孩子
的视觉发育，会在婴儿床和婴儿车上悬挂
色彩鲜艳的玩具，却不知道有可能诱发斜
视。

很多孩子斜视在1~3岁发病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斜视弱视专

家指出，作为一种常见的儿童眼病，斜视
患者主要表现为两眼不能同时注视一个
目标，可分为共同性斜视和非共同性斜视
两大类。

共同性斜视以各个注视方向斜视度
一致，眼球无运动障碍为主要临床特征，
可分为先天性和后天性。先天性共同性斜
视多在1岁内发病，后天性共同性斜视多
在1~3岁发病，估计跟婴幼儿的视觉中枢
发育得不够成熟有关。非共同性斜视则表
现为不同注视方向的斜视度不一致，眼球
运动受限，也可以分为先天性和后天性。
后天性多与外伤、甲亢、糖尿病、神经系统
或其他全身性疾病有关。

严重屈光不正可引发斜视
有斜视家族史以及严重屈光不正与

斜视的发生密切相关，都属于导致斜视的
先天因素。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中大
视光”黄埔服务部主任张利指出，大多数
婴儿一生出来就是轻度“远视眼”，有些人
由于远视度数比较高，眼睛看近的地方需
要动用更多的调节，容易造成眼睛往内偏
斜。如果双眼屈光参差明显，则可引发微
小斜视，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甚至可

引起单眼弱视乃至知觉性斜视。
长时间熬夜看手机视频当心“斜眼”
发生斜视的后天因素也不容忽视，主

要包括外伤、甲亢、糖尿病、神经系统疾
病、不良的用眼习惯等。比如，颅内疾病也
有可能会引起斜视，眼眶骨折可造成眼肌
肉损伤导致斜视等。

要警惕不良用眼习惯对斜视的影响。
专家表示，最近在临床上发现急性共同性
内斜视发病率明显增高，而这些患者发病
前多有过度用眼的诱因，譬如长时间熬夜
看手机、长时间使用电脑等等，估计过度
用眼导致视疲劳最终引起视觉融合中枢
的失代偿。

孩子爱眯眼歪头看东西警惕异常
当孩子说看东西的时候一个变成两

个，这种情况可能是由斜视引起的复视现
象，家长也不能掉以轻心。如果遇到这种
情况，应尽早到眼科就诊。
婴幼儿不能表述重影，如何早期发现呢？

专家指出，婴幼儿斜视最明显的一个
体征是眼位偏斜，就是双眼不能同时对向
同一目标。家长可以认真观察孩子的双
眼，当孩子看正前方时，两只眼睛是否对
称，是否有一眼的内侧或外侧、上方或下
方的眼白偏多。

但是，当小孩的斜视度不大或者间歇
性出现时，斜视外观不太明显，家长可能
很难判断。此时，还有一些其他体征提示
斜视的可能。例如强光下眯起一眼，视力
不好，空间感不好，给孩子东西时孩子接
不住。有些斜视孩子表现为双眼眼球转动
不灵活、不协调，看东西喜欢歪头。家长们
也要认真观察，发现此类情况最好尽早到
医院就诊。

预防斜视要从出生开始
专家提醒，预防斜视，要从宝宝一出

生开始。
当下有些家长喜欢在婴儿车和婴儿

床上悬挂颜色鲜艳的玩具，建议玩具与孩
子头部的距离最好在一米以上，避免过度
近距离用眼，从而诱发调节性内斜视。

现在很多孩子从2~3岁就开始接触
触屏电脑、智能手机。而长时间近距离使
用视频终端、玩手机游戏，不仅可能引起
近视，甚至可能诱发斜视。家长要注意从
小培养孩子良好的用眼卫生习惯，控制孩
子的用眼距离和用眼强度。

有斜视家族史或者有明显屈光异常
或视力不好等高危因素的儿童，也要定期
进行眼科检查，及时配镜提高视力，避免
发生斜视，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

对于青少年以及成人，如果有糖尿
病、心血管病、甲亢等全身性疾病，需要控
制血压、血糖和甲状腺的功能，如果没有
及时控制，也会引起非共同性的斜视。当
然，还要注意安全，避免脑部和眼部的外
伤，例如严重颅脑或眼眶损伤等也会引起
斜视。

斜视不及时治疗可致“不可逆弱视”
如果孩子已经查出有斜视，对健康会

有哪些影响？
张利指出，婴幼儿以及儿童斜视如果

不及时治疗，会产生四大危害。
1.造成双眼视功能障碍
由于双眼不能同时注视同一物体，从

而导致双眼同时视觉功能障碍及大脑高
级视觉融合功能和立体视觉功能下降或
丧失。因为6岁前是儿童立体视觉的发育
高峰期，如果错过这一最佳治疗期，很多

类型斜视的孩子的立体视功能将无法正
常建立，错过之后即使通过手术矫正也常
常于事无补。

2.导致斜视性弱视
儿童时期的单眼恒定性斜视如果没

有得到及时矫治，久之就会导致视力下
降，形成弱视，经过及时治疗视力一般可
以恢复；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斜视性
弱视就可能成为永久性视力损害。

3.影响生活和工作
斜视一般都会造成双眼视功能异常，

选择职业会有所限制，譬如航空、显微外
科等等；另外，在生活中，无法观看3D电
影，也不建议开车。

4.影响美观和身心健康
显性斜视会有眼位的偏斜，影响美

观。外观上的差异，容易对孩子的心灵造
成负面影响，使之产生自卑、孤独心理，直
接影响性格和心理健康。

斜视治疗不能靠“民间方法”
专家建议，治疗斜视，要到眼科就诊。

家长对患有斜视的孩子不能过于忽视，认
为孩子长大了自然会恢复，但也无需过度
焦虑和紧张。

不过，家长要注意，斜视患儿配眼镜
必须到有验配资格的医院和机构，如果配
镜度数、瞳距不合适，都容易导致双眼疲
劳，甚至加重斜视。

手术是治疗某些类型斜视的主要方
法，特别是对于戴镜还不能完全矫正斜视
的孩子，往往需要手术治疗。

此外，一些保守的训练方法，对于改
善斜视的疗效并不确切，不能用来替代戴
镜治疗和手术。

（广州日报）

婴儿床上挂玩具易诱发斜视

抗生素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不少
人出现发热、腹泻就去输液，一上来就用
高级抗生素，刚用药后不见效就立即换一
种。然而，这种做法并不可取，对于抗生
素，很多人也存在着几个认知误区。

误区一避免耐药性，见好就收？
擅自停药是造成抗生素耐药的重要

隐患。应用抗生素，先要明确患者有病原
菌感染，并且治疗必须足量、足疗程。

对于没有基础疾病（糖尿病、肿瘤
等）、身体健康的年轻人，在治疗发热时，
可在体温等状况恢复后48~72小时停药；
但对有基础疾病及老年患者则需要适当
延长用药时间，不可随意停药，以免治疗

不彻底造成急性感染，进而转变成慢性感
染，并且容易导致细菌产生耐药性，使感
染反复发作、迁延不愈。
误区二服药无效就是耐药，得换抗生素

不少人认为感冒咳嗽发热就是细菌
感染，就得用抗生素，服用抗生素几天后
还是有咳嗽低热，没有药到病除，就认为
选用的这种抗生素无效或者体内的细菌
已经耐药了。

其实，抗生素起效需要一定的时间，
临床上对于治疗无效的肺炎判定时间界
定为72小时。比如咳嗽，即使是细菌感染
引起的，在使用抗生素杀灭了致病细菌
后，通常仍然不能马上停止咳嗽，这是因

为长期咳嗽会导致呼吸道上皮细胞损伤、
气道反应性增高等，修复需要一定的时
间。频繁更换抗生素杀死的都是对选用的
抗生素敏感的细菌，不太敏感的细菌反而
会被保留下来，结果更易导致耐药。
误区三耐药后，从此不能再用这种药

细菌的耐药基因不仅可遗传给后代，
还可传播给其他种类的细菌。研究发现，
细菌还可以“回复突变”，即一种抗菌药
物，例如青霉素，在某一区域内应用一段
时间后，一些细菌针对青霉素发生了耐
药，这时如果换用另外一类抗菌药物，例
如环丙沙星，则对青霉素耐药的细菌可以
被环丙沙星杀死，细菌对青霉素的耐药性

也不能再传递下去，甚至可以逐渐消退。
循环使用抗菌药物，是针对一个区域遏制
细菌耐药的有效方法。对我们每一个患者
来说，需要记住的是：每一次用药，都要足
量、足疗程地服用抗菌药物，彻底消灭病
原菌。 (南方日报)

抗生素产生耐药性，可否继续再用？

高蛋白早餐助减重
早餐要吃好。澳大利亚联邦科学和工业研究组

织近日发表一份研究报告认为，早餐吃富含蛋白质
的食物有利于减重。

这份名为《蛋白质平衡：体重管理的蛋白质新
概念》的报告说，最新科学实验证据支持了每餐至
少摄入25克蛋白质有利于控制饥饿感、增强肌肉
代谢的结论。早餐摄入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可减少饥
饿感，有助于体重管理。

项目负责人诺亚克说，澳大利亚人每天早餐摄
入的蛋白质大大少于其他两餐，增加早餐蛋白质摄
入有助于控制食欲。“如果你感觉很难控制食欲，在
早餐时多吃富含蛋白质食物是既减重又不会感到
特别饥饿、不会特别馋不健康食物的好办法。”

报告鼓励人们在早餐时摄入更多蛋白质，但大
多数澳大利亚人蛋白质摄入多在晚餐时分，早餐只
占一小部分。该国女性早餐平均摄入11克蛋白质，
男性为15克，老年人更少，但实际上老年人需要更
多蛋白质。

诺亚克说，每三个澳大利亚成年人就有两人超
重或肥胖，增加了罹患慢性病的风险。科学研究的
证据支持，想减少脂肪需要更加富含蛋白质的食
物，并结合锻炼。 （新民晚报）

冬天适当吃点甘蔗
有句谚语说得好“立冬食蔗不会牙痛”，甜甜的

水果会受小朋友喜爱，家长又会担心这对牙齿不
好。其实冬天可以适当吃点甘蔗。

一是甘蔗里面含有大量的铁元素，每500克里
就有4.5毫克的铁，且还有锌、锰等人体所必需的微
量元素。铁是造血不可缺少的元素，利于养血，血补
足了才有利于把“气”输送到身体的各个器官中。甘
蔗富含的大量维生素C，对口腔炎症和口臭也有一
定的疗效。

二是甘蔗有大量的纤维。在吃甘蔗的过程中，
通过反复咀嚼这些纤维，可以把口腔和牙缝中的食
物残渣及沉积物清除干净，这个过程跟刷牙的原理
是一样的，由此提高了牙齿的自洁和抗龋齿的能
力，且在反复咀嚼甘蔗时，也充分锻炼了口腔的肌
肉，增加了咬合及面部肌肉的力量。

把甘蔗切成食指大小，更方便给小朋友食用。
即使甘蔗渣吃进肚子里也不用紧张，甘蔗的纤维通
过刺激肠道壁有促进肠道排便的功效。（健康报网）

白发增多刮浮白穴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长白头发，与遗传

有关，但长期生活在“高压”状态下，精神紧张，情绪
压抑，也容易催生头上一片“霜”。中医认为，“发为
血之余”“肾主骨，其华在发”，白发主要是由于肝肾
不足、气血亏损所致。尤其是经常熬夜、精血暗耗的
人，其肾精不足，毛发失去濡养，故而花白。

浮白穴是治疗白发的常用经验穴，它位于头顶
部、耳后乳突的后上方，是足少阳胆经上的穴位，能
清热祛湿、疏肝利胆、填精补肾。当肝阳上亢直达头
顶时，头部会出现供血障碍，使毛囊得不到肝血的
滋养。刮拭或按压浮白穴，可疏通头部经络、清肝泻
火。另外，肝经和胆经相互络属，互为表里，浮白穴
在胆经上，肝之余气泻于胆。刮痧是一种泻法，刮拭
浮白穴可透邪外出，清肝利胆。

（人民网-生命时报）

喝橙汁改善记忆力
近日英国科学家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喝橙汁

可以使老年人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记忆力、语言
流畅性和大脑反应时间提高近10%。

研究小组要求37名身体健康的志愿者每天喝
500毫升（约两杯）橙汁，持续8周。参与者（年龄在
60岁~81岁之间）的脑功能明显改善。科学家将这
一结果归功于被称为类黄酮的化学物质，认为其有
助于阿尔茨海默症的辅助治疗。

研究发现，食物中的类黄酮可以保护脆弱的神
经元，增强现有神经元功能和促进神经再生，从而
改善或扭转与衰老有关的记忆障碍，提高动物和人
记忆、学习和一般认知能力。有文献报道，研究者对
2574位中年人随访研究13年发现，高黄酮摄入量
可提高记忆力，特别是情景记忆。进一步的实验证
实，纯化物黄芩素有改善记忆力的作用，而柚苷素
能改善阿尔茨海默病小鼠的长期记忆水平。它们通
过调节涉及记忆过程的细胞和分子结构对记忆发
挥重要作用。 （中国妇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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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启东中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鉴于中邦

上海城D区未拆迁原因，一直延期开发建设，
现我司着手申请核准中邦上海城D区规划方
案，因时间跨度较长，涉及到新老规范的调整，
方案和户型根据新规范略作变更，现将此变更
情况进行登报公示，以便更广泛听取公众的合
理意见。

此公示后，如有不同意见，请以书面形式
送至启东中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自2018
年1月8日起7日内）

启东中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1月8日

销售定做新疆棉棉被
送货上门满意付款
启东向阳棉胎厂83461253

向阳新阳村北首
（D01新阳中心路站）

棉
被

定制您的专属幸福
本会所是启东规模最大、最正

规、最专业、成功率最高的婚恋机构
（网络平台+红娘一对一婚配）。常年
举办上海、南京相亲专场，每月开放
爱情超市。
地址：启东市环球大厦1016室
电话：83657388 QQ：2804284522
网址：www.hdjyhs.com

启东红豆婚恋会所

刮刮乐新品“黄金时代”“步步惊喜”上市。
10元面值，最高大奖40万元。

详询各福彩站点

新票上市 大奖百万
体彩新票，每天8888，好运伴您到家。活

动详情，见体彩站点店内海报。
启东市体彩中心

启东市自来水总公司
温馨提醒——

严寒来临，为保证您的正常用水，敬
请做好室内外水管的防冻保暖工作。如
遇用水问题请拨打 24 小时服务热
线：12345

招聘启事
南通今朝广告传媒

有限公司因业务发展需
要，现诚聘：总经理助理
一名，年龄30岁左右，
本科学历；平面设计师
二名，要求 3年以上工
作经验，熟练应用各种
设计软件；驾驶员一名，
退伍军人优先录用。
电话：18106285333
联系人：陈经理

▲施群不慎遗失住院医药费发
票4张，金额共计19590.81 元（2017
年5月31日至2017年6月8日上海
长征医院，住院号674700）；金额共
计14830.88 元（2017年6月25日至
2017年7月1日上海长征医院，住院
号 674700）；金额共计 19470.57 元
（2017年7月17日至2017年7月23
日上海长征医院，住院号674700）；
金额共计14661.69 元（2017年8月7

日至 2017年 8月 10日上海长征医
院，住院号674700）。现声明作废，本
人承诺该发票未获得任何补偿。

▲梁丽不慎遗失住院医药费发
票 2张，金额共计 2902.98 元（2017
年4月22日至2017年4月28日南京
市浦口医院，发票号0003768813）；金
额共计921.06元（2017年4 月23日
至2017年 4月28日 南京市浦口医
院，发票号0003768814）。现声明作
废，本人承诺该发票未获得任何补偿。

▲高卫兵不慎遗失住院医药费
发票 1 张，金额共计 21275.78 元

（2017 年6月6日至2017年6月15
日浙江省宁波明州医院，发票号
1550052092）。现声明作废，本人承
诺该发票未获得任何补偿。

▲吴静芳不慎遗失住院医药费
发 票 1 张 ，金 额 共 计 5978.71 元
（2017 年7月28日至2017年8月3
日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住院号
1131058）。现声明作废，本人承诺该
发票未获得任何补偿。

▲彭锦德遗失助理管轮证书一
份，编号：32062619630905X129。声
明作废。

遗失启事

冬季气候寒冷，温饮黄酒可帮助血液
循环，促进新陈代谢，具有补血养颜、活血
祛寒、通经活络的作用，能有效抵御寒冷
刺激，预防感冒。

营养丰富的“液体蛋糕”
中国黄酒，也称为米酒，属于酿造酒，

在世界三大酿造酒（黄酒、葡萄酒和啤酒）
中占有重要的一席。黄酒的酿酒技术独树
一帜，成为东方酿造界的典型代表和楷
模。黄酒是一种以粮食谷物为原料，酒药、
麦曲为糖化发酵剂，通过生物发酵酿制的
低度原汁酒。黄酒中含有20种氨基酸，其
中含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其含量居各
种酿造酒之首，比啤酒、葡萄酒高出2~36
倍，因此，黄酒被誉为“液体蛋糕”。酒液中
还含有微量维生素，如锌、铁、钾、钠、钙、
镁等，尤其对缺钙的老年人来说黄酒是最
理想的低酒精饮料。除此以外，黄酒是B
族维生素的良好来源，其维生素B1、维生
素B2、维生素E的含量都很丰富。黄酒中
的蛋白质含量为酒中之最，是啤酒的4

倍。黄酒中的蛋白质易被人体吸收，其营养
价值超过了有“液体面包”之称的啤酒和营
养丰富的葡萄酒。黄酒含丰富的功能性低
聚糖，可促进肠道内有益微生物双歧杆菌
的生长发育，改善肠道功能、增强免疫力、
促进人体健康。黄酒还能够显著提高机体
代谢铅的能力，具有很好的排铅作用。

驱寒活血的佳品
中医认为，黄酒性大热，味甘、辛。有

通血脉、散湿气、除风、下气等功效，热饮
效更佳。在冬季饮服黄酒，可以活血祛寒、
通经活络，能有效抵御寒冷，预防感冒，尤
其黄酒中加点姜片煮后饮用，既可活血祛
寒，又可以开胃健脾。如一些在冬季畏寒
怕冷、四肢发凉的人，每日饮用一小杯的
热黄酒可以通血脉、温四肢，缓解寒冷感。

而一些在冬季经常出现肠胃虚寒疼痛的
人，每日饮用一小杯热黄酒可以散寒止
痛，有很好的食疗效果。对于一些冬季出
现腰背痛，手足麻木的老年人来说，少量
饮用黄酒也很有好处的。除了直接饮用，
黄酒还可以作为药引子入药，或者用来泡
制药酒，在冬季这个进补季节，同样是养
生的不二选择。张仲景在《金匮要略》杂症
篇方剂中，用黄酒做药引的约占1/3。李时
珍在《本草纲目》中说，黄酒有“行药势，杀
百邪毒气，通血脉、厚肠胃……养脾气”等
作用。根据不同的养生需求，黄酒可以与
人参、当归、何首乌、阿胶、枸杞等滋补中
药搭配，泡制出更具保健功能的药酒。黄
酒中的营养成分能够促进中药的滋补成
分深入到达全身，滋养精血，温养元气。具

有口感好，不上头的优点。
黄酒虽然含酒精度较低，但其中还是

含有微量的甲醇、醛、醚等有机化合物，对
人体有一定的危害。而醛、醚等有机物的
沸点较低，在20℃~35℃即汽化，甲醇的
沸点也不过64℃左右，所以要将黄酒隔
水烫热至70℃左右再喝，上述有害物质
就会随温度升高而挥发掉，而且酒中的酯
类芬香物质也会随温度升高而挥发，使酒
味更加芳香浓郁。因此，冬季饮用黄酒最
好是将盛酒器放在水中烫热或隔火加温，
但加热时间不宜过久，否则酒精挥发后淡
而无味。黄酒虽然酒精度数低，但饮用时
也要适量，不要空腹饮酒，更不要与碳酸
类饮料同喝。

（中国医药报）

冬日温饮黄酒散寒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