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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徐莹波 文/摄

配戴角膜塑形镜、做激光手术，

患者为治疗近视不惜一掷千金

2017 年底， 9 岁的小林(化名)因为经常长时
间玩手机、电脑，近距离用眼多，变成了近视眼，
需配戴 250 度的眼镜。为了避免近视进一步加
深，父母带着小林来到桂林爱尔眼科医院检查。该
院视光部主任杨福建表示，如果不进行控制，很可
能每年近视度数会增加 75 — 100 度；如果使用角
膜塑形镜，可能会将近视维持在 250 度左右。

征得家属同意后，院方为小林配了一副个性化
定制的角膜塑形镜。小林每天晚上戴着这副塑形镜
睡觉，起床后摘下，白天无需戴眼镜，也可正常视
物。一年半以后，小林的近视度数仍然维持在 250
度左右，没有继续增加。

杨福建介绍，角膜塑形术起源于美国，历经数
十年的发展，己在全球各地得到应用。它是采用一
种特殊逆几何形态设计的角膜塑形镜片，其内表面
由多个弧段组成。镜片与泪液层分布不均，由此产
生的流体力学效应改变角膜几何形态，在睡觉时戴
在角膜上，可消除视网膜周边远视性离焦，从而有
效地阻止近视的发展，被誉为“睡觉就能控制和矫
治近视的技术”。角膜塑形镜一般采用高透氧材料
制作，纯物理治疗，不损伤角膜。患者配戴一副
角膜塑形镜一般要花费 5000 元以上。

据了解， 2017 年，中央电视台曾曝光
郑州一家销售角膜塑形镜的企业给几百所
中小学学生进行体检。该企业谎称是郑
州市中小学近视防治中心，在没有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没有眼科医生的
情况下给孩子进行角膜塑形镜的验
配，损害了孩子的眼健康和视力。由
此，社会也引发了儿童戴角膜塑形镜
对眼睛有害，或会损害角膜的议论。

“验配角膜塑形镜还是需谨慎对
待。”杨福建认为，角膜塑形镜本身
是好东西，问题的根本在于错误的验配
方式——— 不专业的验配人员(如无任何眼
视光及医学背景的销售人员)以及不规范的
验配机构。根据国家规定，角膜塑形镜必须在
具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二级及以上医疗
机构进行验配，而且医疗机构执业登记的诊疗科目
中要有眼科，从事角膜塑形镜验配的眼科医生和视
光师需具有相应的资质，参加省级相关知识培训并
经考核合格。

杨福建提醒，角膜塑形镜并不是所有近视的青
少年都适合，要求配戴者无任何配戴隐形眼镜禁忌
症，对年龄、近视度数、角膜曲率等也有具体的要求。

爱尔眼科医院屈光科主任林育华介绍，近年来
到该院开展飞秒激光手术的患者也比较多。此种手
术一般针对 18 岁到 50 岁的近视患者，费用根据
手术类型不同有所不同，一般都在 1 万元以上。
2018 年该院开展了相关手术约 600 例， 2019 年
以来，每月也维持在 40 多例。“激光手术只能矫
正视力，本身不治疗近视眼，只是通过手术方式让
近视患者不戴眼镜获得更好的视力，让生活更方
便，但不解决近视带来的其他眼病问题。”

近视治疗手段五花八门，让人眼

花缭乱

随着近视患者不断增多、低龄化，市场上治疗
近视的机构也在迅速增加。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中
小学附近就开办有近视治疗机构，每到下午放学时
间，就有学生来到这些机构里做视力矫正训练。

近日，记者来到龙隐小学附近一家近视服务中
心。该中心一位工作人员介绍，中心的治疗方式是
纯物理矫正，不打针、不吃药，不接触眼球，操作
简单，无任何副作用，非常安全。

据她介绍，首先是使用光疗负离子能量按摩仪
为孩子做眼部按摩，接着让孩子佩戴视力矫正仪。
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即可恢复视力。

“那一个疗程的费用是多少呢？”记者问。
她说，要根据孩子近视情况，检查后才能确

定。中心现在搞店庆活动， 5 月 15 日以前孩子来
接受治疗的，可以免费治疗一个月。

记者在这家服务中心的上级公司官网上看
到，其产品包括可调试双目视力矫正仪、

光疗负离子能量按摩仪和防蓝光能量眼
镜等；采用专利技术，改变入眼光线

几何特性，引导眼睛成像，把视
近变成望远，减轻睫状肌调节

负担，消除视疲劳，恢复视
力，控制反弹。产品原

理解释让人觉得很玄

乎。例如可调试双目视力矫正仪原理为：利用眼调
节的特性，通过雾视疗法、睫状肌运动法、蓝光过
滤法、负离子供氧法、高分子阻挡法等九大纯光学
物理疗法，直接把看近的入眼光线几何性变成望远
的状态；迫使眼睫肌放松，恢复它该有的功能，从
根本上去阻断产生近视的原因。而光疗负离子能量
按摩仪的原理是：通过不同强弱的光线进入，产生
光能，光能经光化学反应转换为生物电能，引起神
经冲动，达到唤醒细胞，兴奋视路的疗效，刺激视
神经，从而提升视力。防蓝光能量眼镜的原理则
是：日常生活中随处可接触到的蓝光对我们眼睛的
伤害非常大，防蓝光能量眼镜产品采用高分子材
料，不但可以完全阻挡蓝光，还可以部分吸收和分
解一些其他有害光，如紫外线等……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还有一些近视治疗机构
打出“60 天轻松摘镜”“按摩一个疗程，让你视力快
速恢复”“专属高效仪器训练，近视恢复不再困难”

“不用找了，就这个中医调理，治疗近视、弱视和远
视”等宣传口号，让人眼花缭乱。各类治疗方法更是
五花八门，包括针灸、烟熏、理疗、佩戴电疗仪等。另
外，记者在一些电商平台上发现，近视茶、润目医用
冷敷贴、治疗近视的眼药水等产品销售也非常火爆。

一位市民告诉记者，他在孩子近视后非常着
急，到处求医，前段时间看到一家号称可以通过针
灸按摩治疗近视的机构，就送孩子去治疗。但一个
疗程下来，花费 1 万多元，却没有任何效果。还有
一位家长表示，孩子在近视治疗机构治疗时，明明
检查视力有提高，而且测量度数确实下降了，但一
到医院检查仍然没有变化，让他大惑不解。

专家提醒：近视眼无法治疗，家

长别花冤枉钱

“就目前的医疗技术来说，近视眼是无法治疗
的，只能通过激光手术、角膜塑形镜、佩戴眼镜等
方式矫正视力。”市眼科诊疗质量控制中心主任、
市二医院眼科中心主任温利辉在接受采访时说，人
在调节放松的状态下，平行光线经眼球屈光系统后
聚焦在视网膜之前，称为近视。通俗地说，近视就

是眼轴的拉长，就像个子长起来一
样，是不可逆的，一旦近视了，只能
延缓，不可能治愈。所谓通过按
摩、针灸、佩戴防蓝光眼睛、喝近
视茶、滴眼药水等方式治疗近视，
都是虚假宣传。

温利辉说，通过机器按摩眼部
附近肌肉的方式，确实可以缓解眼

睛疲劳，短时间内视物也更清楚，
但这并不是治疗近视。仅是放松肌

肉，只能在短时间内有效果。佩戴防蓝
光眼镜也不能治疗近视。防蓝光眼镜因为

过滤了刺眼的蓝光，理论上看东西会减轻眼
睛疲劳，但这种眼镜在过滤蓝光的同时，光线

的强度也随之减弱，瞳孔会扩大。这种非正常的
瞳孔扩大，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重眼睛疲劳。
有研究认为，户外光线是最好的照明方式，任何的
人工光源都无法代替自然光线。室内照明与户外光
线最重要的区别就是照明的亮度不够，再加上防蓝
光眼镜，更加使进入眼内的光线变暗，更偏离自然
光，这本身就与目前主流的防近视观点相违背。如
果在户外，在自然光照下，就更加用不到防蓝光眼
镜。因此，目前学术界并不推荐使用防蓝光眼镜。

温利辉介绍，有的孩子在视力治疗机构经过一
段时间治疗后，视力检查发现度数下降了。这其实
可能有以下原因：视力检查是很主观的检查，在检
查过程中，查得严一些，距离近一些，光线暗一
些，有没有挡住对侧眼，把灯箱的亮度调暗一点，
反射镜放远一点，换一个对比度较差的视力表，缩

短辨认每个字的时间……都能使视力检查结果相差
很大。有的机构视力检查暗藏猫腻，孩子初来检查
时，工作人员故意把视力表缩小或加大检查距离，
让检查结果不那么“好看”。等孩子治疗后再检查
时，则把视力表的距离缩小，或者允许孩子眯着眼
睛反复多次辨认，制造出近视明显减轻的假象。

据了解，针对当前儿童青少年近视矫正领域乱
象频发的问题， 3 月 26 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央网信办、教育部等 6 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儿童青少年近视矫正工
作切实加强监管的通知》，明确指出：在目前医疗
技术条件下，近视不能治愈。从事儿童青少年近视
矫正的机构或个人必须严格依法执业、依法经营，
不得在开展近视矫正对外宣传中使用“康复”“恢
复”“降低度数”“近视治愈”“近视克星”等表
述误导近视儿童青少年和家长。不得违反中医药法
规定冒用中医药名义或者假借中医药理论、技术欺
骗消费者，谋取不正当利益。

温利辉提醒，家长一旦发现孩子视力异常，应
当及时带其到眼科医疗机构检查，遵从医嘱进行科
学矫正。近视与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关系密切。防治
近视，好的用眼习惯很重要。家长一定要引导孩子
培养良好的阅读书写习惯，讲究用眼卫生。如阅读
书写时应有正确的坐姿，不要躺在床上看书和玩手
机，不要在暗弱或强光下看书等，读写的持续时间
不宜太长，看完电视玩手机后最好做一下眼保健
操。另外，保证每天 2 小时的户外活动，可以极
大地改善近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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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健康消费系列报道

青少年视力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4 月 29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

会，介绍 2018 年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情况。据发布， 2018 年，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发病形势严

峻，总体近视率达 53 .6% 。另据相关媒体报道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近视患者人数多达 6 亿，几乎

占到中国总人口的 50% ，其中青少年近视率已高居世界第一。

桂林人的近视情况亦十分严重。据市第二人民医院眼科估算，近年来到该院求医的因近视而引

发的各类眼病发病率持续增长，如视网膜脱落患者数量每年增幅在 20% — 30% 。近视患者的大量

增长，也带来了“近视经济”的异常火爆——— 激光治疗近视手术火爆，角膜塑形镜使用日渐普及，

虽然矫正了患者的视力，但花费不菲。另外，一些号称针灸、按摩、理疗、敷贴、眼药水治疗近视

的方式层出不穷，不仅没有任何效果，还导致市民花费了不少冤枉钱，并引发了一些经济问题。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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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近视经济”行业

少一些商业炒作，多一些专业运作
□徐莹波

“社会成本”是经济学家庇古首先提出的
概念，它是指产品生产的私人成本和生产的外
部性给社会带来的额外成本之和。“近视经
济”的火热，不仅对经济发展无益，反倒会增
大社会成本。

受多种因素影响，我国近视患者人数多达
6 亿，几乎占到中国总人口数量的 50% ，其中
青少年近视率高居世界第一。由于近视引发的
各类眼疾，不仅会增加医疗卫生机构的负担，
对患者的劳动收入和生活也有较大影响——— 在
可量化的各项社会经济成本中，一般是视力受
损患者的劳动参与损失最大。同时，近视患者
比例过高，还会影响经济活动，如在航空航
天、精密制造、军事、体育等行业领域，符合
视力要求的劳动力可能面临巨大缺口，将直接
威胁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需求决定供给。庞大的近视患者群体导
致中国“近视经济”的快速繁荣，却也带来

近视矫正领域乱象频发。为了减少近视带来
的损失，消费者往往会寻求各类近视治疗手
段，针灸、按摩、理疗、敷贴、眼药水治疗
近视等虚假、夸大宣传问题突出，严重误导
近视青少年和家长，威胁着青少年的视力健
康。

究其原因，近视矫正的专业门槛较高，商
家和消费者信息不对称等，给商家不良行为提
供了操作空间，监管的滞后更使市场弊病长期
无法根治。

建议有关部门切实加强近视矫正相关行业
监管，建立科学、统一、严谨的行业标准，严
把主体合格关、商品质量关、经营行为关，少
一些商业炒作，多一些专业运作，让“近视行
业”市场真正成为消费者放心消费的好市场。

同时，相关部门也应引导专业院校响应市场需
求，多开设一些视光类专业，加强视光人才培
养，向社会输送更多优秀人才。

短评

现在中小学
生近视率越来越高
(资料图片)。

▲医院眼科医
生在为患者检查眼
睛。

▲护士在为眼病患者上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