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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
防控形势严峻遥 据国家卫健委公布
的数据显示袁2018 年我国儿童青少
年总体近视率为 53.6%袁 且整体有
低龄化趋势袁其中 6 岁儿童近视率
14.5%袁小学生近视率 36.0%袁初中
生近视率 71.6%袁 高中生近视率
81.0%遥 为防止儿童青少年近视率
的不断升高袁有不少专家和教师强
烈呼吁院野孩子 10 岁以前应该少用
电子产品冶遥 然而一场新冠肺炎疫
情的突袭袁却让网课成了这个寒假
和延期开学期间孩子们学习的必
修课遥

野停课不停学冶在家上网课袁家
长普遍担心孩子视力

疫情期间袁 各地均响应教育部
门野停课不停学冶的号召袁纷纷开始
利用网络授课袁从小学到大学袁甚至
一些幼儿园也紧跟野潮流冶袁将孩子
们统统召集到电子屏幕前遥

野从早上 9 点到下午 4 点一共
安排了数学尧语文尧英语尧物理尧生物
等 6 门课袁每节课 45 分钟袁中间仅
休息 10 分钟袁 下一堂课又开始了遥
一天下来袁 孩子要在电脑尧IPAD 或
手机屏幕前看四五个小时袁 再加上
作业也多是通过手机提交袁 孩子的
眼睛非常疲劳遥冶高中生家长刘女士
在对中国妇女报窑中国妇女网记者
展示孩子网课课表的同时袁 语气中
充满担心院野这么长时间盯着电子屏
幕袁能不影响孩子视力吗钥 冶

李 女 士 的
女儿 读 小 学六
年级袁从上个学
期视 力 已 经开
始下降袁医生再
三叮 嘱 要 多参
加户外活动袁减
少长时间用眼遥
李女士 担 忧 地
说院野现在孩子
整天在家袁已经
没有啥 户 外 活
动了袁再这样上
一天网课袁估计
视力要 直 线 下

滑了遥 冶
记者注意到袁 像这两位妈妈这

样担心野孩子没开学先近视冶尧犹豫
野是保证学业还是保护孩子眼睛冶的
家长并不在少数遥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
医院副主任医师赵阳看来袁 家长的
担心不无道理遥野疫情期间向我微信
咨询孩子眼睛问题的朋友不少袁主
诉大多是院频繁眨眼袁揉眼睛袁眼睛
疼遥 以上症状 80%的原因都是因为
困在家中袁 孩子看电子产品的时间
明显延长袁 用眼过度导致的干眼
症遥 冶赵阳说遥

距离教育和时间控制袁 对预防
近视很有效

野我们都知道袁长时间近距离用
眼袁是近视发展的主要原因袁孩子长
时间写作业尧使用手机尧IPAD尧电脑
等都很容易伤眼睛遥 冶赵阳表示袁虽
然许多眼科专家都呼吁减少儿童手
机尧电脑尧IPAD 等电子屏幕的使用袁
但在实际生活中袁 特别是这次疫情
所带来的野居家隔离冶袁想做到这一
点真的太难了遥

野当禁止不可能时袁学会控制就
相当重要遥冶赵阳认为袁野引导孩子把
握正确的近距离用眼方法袁 远比杜
绝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更有可行性遥冶

赵阳的女儿从 3 岁开始袁 就在
IPAD 上看绘本尧动画片袁除此之前袁
赵阳还给她报了识字尧数学等早教遥
虽然妻子对他的做法充满质疑袁担

心孩子会近视袁可几年下来袁孩子的
视力发育一直很健康遥 之所以如此
放心让孩子接触电子产品袁 是因为
赵阳更倾向于培养她科学用眼的习
惯要要要距离教育和时间控制遥

他告诉记者袁野女儿每次使用 I鄄
PAD 时袁我都会让她伸直胳膊院屏幕
必须在伸直的胳膊之外袁 这样做是
为了确保孩子 33cm 的用眼距离遥 冶
赵阳说袁野这是减轻眼睛负担尧 科学
防控近视的一个很重要数字袁 对于
延缓孩子近视的发展至关重要遥 冶

赵阳强调袁 控制距离同样适用
于小学生写作业尧绘画等场景袁可使
用桌面挡板尧 坐姿矫正器以及一些
高科技的坐姿感应报警器等袁 来矫
正孩子的不良坐姿遥

上网课遵循用眼野三律冶袁可减
缓对眼睛的伤害

赵阳还给出了在家上网课的详
细用眼指导袁 照方去做可在一定程
度上保护孩子眼睛遥

缩小屏幕与背景光差遥 屏幕的
亮度和房间背景光相差太大袁 容易
引起眼睛的疲劳遥 建议屏幕和窗户
是侧向袁屏幕光线不要太亮袁晚上看
屏幕要在房间里放有背景光源遥

休息眼睛要在自然光线下遥 每
看完屏幕 30 分钟袁 眼睛要休息 10
分钟遥 这个休息要在自然光线下远
眺袁或者轻闭眼睛做一下眼保健操遥
家长也可以陪伴孩子玩 10 分钟远
眺的游戏比如投飞镖等袁 或让孩子
在阳台尧窗户边远眺 10 分钟遥

每天晒晒太阳遥 每天户外活动
2 小时袁 是医学界广泛认可的延缓
儿童青少年近视的方法之一遥 然而
疫情居家期间袁 如何让孩子保持户
外活动时间呢钥赵阳建议袁每天多晒
晒太阳遥太阳光能刺激多巴胺含量袁
可起到延缓近视发展的作用遥 疫情
期间可以选择在自家阳台或院子这
样阳光能照射到的地方晒太阳袁每
天至少 2 个小时遥 野可在阳台尧窗边
模拟户外的耶强光照爷环境袁同时多
看看远处袁增加睡眠和休息袁这些做
法对缓解近视都是有帮助的遥 冶 赵
阳说遥 周韵曦

疫情期间上网课袁孩子视力咋保护

当前若跑步
这几点要注意

抗击新冠肺炎袁专家建议大家少串门尧尽量
不去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遥 那么袁户外跑步还能
继续吗钥安全吗钥不少坚持锻炼的人士或跑步爱
好者都有这个疑问遥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运
动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李劼若表示袁 结合目前
的疫情特点和病毒传播途径袁 非武汉地区的跑
者做好足够的防护和准备袁是可以户外跑步的遥

1.身体情况良好袁没有不适袁有跑步习惯的
朋友可以坚持跑袁 但从来不跑步的朋友就不要
跑了遥

2.在户外通风地方跑袁不要在马路边或人多
的地方跑袁选择人越稀疏的时间地点越好袁和其
他路人保持 2 米以上的距离遥

3.戴好医用外科口罩跑渊最极端的情况是跑
的路上遇到新型冠状病毒携带者的飞沫袁但在 2
米以外的距离袁戴了口罩袁而且空气流通袁被传
染上的机率非常非常低冤遥

4.自己一个人跑袁不要多人一起跑曰降低跑
步强度尧速度尧频率袁健身性质的跑袁30 分钟左右
最合适袁不做大强度尧长时间的跑遥

5.跑后尽快回家换干衣服袁避免受凉遥
总的来说袁 做到以上要点袁 可以适当户外

跑袁这样可以增强体质遥 但是千万记住袁增强了
体质不等于就能抵抗病毒袁 防控疫情的各项措
施还是要千万仔细做足遥 张青梅 张灿城

美食家推荐

米椒麻油蒸黄花鱼
黄花鱼肉质嫩滑袁一般以香煎或清蒸为主袁

米椒和麻油的配搭均可适用清蒸和小炒遥
材料院黄花鱼一条袁米椒粒 20 克或适量袁葱

白和荽茜碎各 15 克袁盐尧蒸鱼豉油尧花生油和麻
油各适量遥

做法院 黄花鱼处理好后洗净袁 以盐腌制 15
分钟后袁吸干鱼身上的水分袁上碟袁放入蒸炉蒸
至熟透后取出袁 倒走多余的水分袁 撒米椒和葱
白袁浇熟油袁下适量麻油和蒸鱼豉油袁最后下荽
茜即成遥

揖气虚体质养生铱
饮食水谷化精微袁气推精微功能退曰
气是血液循之率袁又担摄血和统血曰
气虚体质症状清袁脾肺心肾外象明曰
肺虚咳嗽气弱微袁脾者腹胀体态肥曰
心者神疲脸色白袁肾虚腰酸又痛背曰
元气不足便溏稀袁头晕倦怠又心悸曰
先天缺营养是本袁节食劳神促其成曰
健脾益气养为主袁饮食宜忌选食谱曰
人参白术和黄芪袁红枣桂圆加枸杞曰
牛肉羊排山药鸡袁菇类骨类和板栗曰
忌食破气与寒凉袁山楂苦瓜和槟榔曰
烹调多选炖蒸熬袁少用腌制与烧烤曰
山鸡大枣参芪汤袁补气延寿加点姜曰
适量运动低强度袁脐腹按揉艾草灸遥

揖阴虚体质养生铱
阴液匮乏内热燥袁脏腑功能已失调曰
形体消瘦似有神袁五心烦热面红潮曰
舌红口干咽若烤袁腰酸筋疲津液少曰
耐冬耐冷难耐暑袁失眠盗汗体虚劳曰

皆因抑郁又心焦袁长期温热似低烧曰
内热耗损肾之水袁务必滋阴润热燥曰
燕窝杏仁大米煲袁润肺化痰功效好曰
石榴雪梨鲜莲藕袁生津清热水份高曰
甲鱼百合西洋参袁止咳抗瘤加蜜枣曰
苦瓜鸭丁炒青椒袁养阴消暑又利尿曰
少吃性温热果蔬袁榴莲荔枝和樱桃曰
慎吃牛狗肉与猫袁忌用辛辣调味料遥

揖阳虚体质养生铱
内阳不足里生寒袁面色苍白脉沉缓曰
舌边齿痕身无力袁肢体不实弱气息曰
禀赋不足其因一袁寒湿外侵思虑极曰
婴幼多病药损伤袁房事频繁耗元阳曰
阳虚包括心脾肾袁对应养治宜辩证曰
心堵心慌补心阳袁党参黄芪肉桂姜曰
脾虚食少腹寒胀袁主方附子理中汤曰
腰酸尿频肾阳虚袁当归枸杞山茱萸曰
温补壮阳选食谱袁坚果肉类热果蔬曰
狗肉枸杞煮大枣袁韭菜虾仁大蒜炒曰
洋葱红糖生姜汤袁花椒瘦肉暖胃肠曰

苦瓜竹笋和芡实袁冬瓜西瓜皆少吃曰
静则养心动生阳袁健身锻炼要加强曰
艾灸关元益肾肠袁中脘揉治胃溃疡遥

揖气郁体质养生铱
情志不畅忧闷烦袁气机郁滞易愁感曰
性格内向多孤僻袁不爱交际与言谈曰
气聚于内不达散袁循环受堵把气叹曰
形体消瘦青黄干袁舌红脉弦多寡欢曰
气为生命力之本袁疏通气机肝挑担曰
性格开朗多友善袁知足常乐名利淡曰
户外活动多游玩袁调节心情山水间曰
健脾养肺巧用餐袁理气疏肝配药膳曰
佛手陈皮加干贝袁和胃止咳又化痰曰
行气健脾能解烦袁萝卜山楂与葱蒜曰
羊肉小麦炖姜片袁固表止汗心神安曰
百合莲子和龙眼袁适当饮酒去郁烦曰
冰饮草莓和凉拌袁气滞生痰又性寒曰
睡前禁饮热咖啡袁浓茶提神切莫沾遥

渊待续冤

体质养生 阴朱小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