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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宁波市眼科医院视光中心主任周
磊副主任医师上了4天班，接诊了429位屈光不正的患者，几
乎都是儿童近视问题，并且有不少是学龄前儿童。近视问题
早已不只是困扰学龄后儿童的问题。

电子产品使用多、学业任务重、户外活动少

不少学龄前儿童早早迈入“近视大军”
专家：近视防控时间一定要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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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发布消息：今年，浙江省继续实施70周
岁以上老人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为扩大受
益面，宁波市将免费接种对象扩大到65周
岁以上人群。

具有宁波市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年
龄在65周岁以上（出生日期在 1956 年 12
月 31日之前）且符合接种条件的老年人，
按照知情、自愿的原则，在签订知情同意
书后方可接种。

具有下列情形者不予接种：对鸡蛋或
鸡蛋制品过敏者、对疫苗中成分过敏者、
其他严重过敏体质者；未控制的癫痫和患
其他进行性神经系统疾病者，有格林-巴
利综合征病史者；疫苗生产厂家的说明书
中明确列出的禁忌症。

具有下列情形者暂缓接种：急性发
热、急性感染、慢性疾病急性发作的病人，
需待病愈后方可接种。具有下列情形者
谨慎接种：各类疾病的重症患者；健康状
况不适者、禁忌症不易掌握者。

为合理安排接种时间及相应接种对
象，此次接种遵循以下原则：首先，优先满
足70岁及以上老人免费接种的需要；其
次，满足去年想接种但未能接种到老人的
接种需要；最后，按登记预约顺序接种，体
现“先登记预约、先接种”的原则。各区县
（市）可根据实际情况，安排符合当地实际
需求的接种方式。

预约前需先进行建档。首先下载“浙
里办”APP；在首页点击【预防接种】，进入
界面后再点击【成人建档】，在成人建档说
明页中点击【去建档】；在跳转页填写成人
身份信息，包括：姓名、证件号码、出生日
期、性别和移动电话，如果是为登录者本
人建档，则启用【为本人建档】，点击【下一
步】；随后填写基础信息，选择人群分类、
户籍地区和户籍详细地址、现居住地区和
现居住详细地区，以及工作单位名称，勾
选“申请浙江省居民电子健康卡《关于健
康卡说明》”，再点击【下一步】；最后选择
归属门诊，在所属门诊处点击【选择门
诊】，点击【提交】，页面显示“建档成功”。
申领成功后，直接绑定为接种者。

记者 任诗妤 通讯员 林慧波

为啥这个男孩今后可能近视不止1000度？

天齐（化名）今年5岁，还
是个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国
庆假期的一天，他被奶奶和妈
妈带到了周磊医生的诊室里。

“医生，我儿子最近看东西老是
眯眼睛，看起来像近视一样。
但这么小年纪，应该不会吧？”
天齐妈妈迟疑地问道。

经过一番检查和散瞳验
光，天齐的双眼已经分别有
100度和100度以上近视，并且

已是真性近视，一般来说不可
逆。

“孩子在学钢琴吗？”周磊
问。练钢琴，因为时间长、视距
近，是门诊中儿童近视的一个
常见原因。但天齐妈妈和奶奶
异口同声地否认了。“但他很爱
看iPad，不给看就不吃饭，每天
有四五个小时在捣鼓ipad。”

这一听，周磊就明白了，他
叮嘱：“这个习惯一定要戒，宁

可饭不吃，也要戒。否则，任何
药物和矫正眼镜都没用。”

据进一步了解，医生发现
天齐的爸爸高度近视。周磊
说，儿童真性近视发生得越早，
度数上升越快，加上天齐还有
高度近视的遗传因素，如今所
处的视环境也要比爸爸儿时复
杂得多。这些因素叠加下，天
齐“未来近视可能1000度都刹
不住”。

为啥这个女孩今后迟早要近视？

今年上半年，周磊还接诊
过一个学龄前小姑娘朱辰（化
名）。那时，还没有“双减”政
策。来周磊门诊时，是朱辰两
节辅导课的间隙，陪来的是每
天接送她的外婆：“医生，我外
孙女体检出来好像有点近视。”

周磊重新对朱辰的双眼做
了检查。一个好消息是，朱辰
当时还尚未近视；但一个坏消
息是，她的远视储备已全数耗

尽，而今年她还只有6岁。
周磊解释道，小孩子出生

时，因为眼球小、眼轴短，双眼
其实都处于生理性远视状态，
这就是所谓的“远视储备”，远
视度数消减完，才会出现近视。

按国家卫生健康委早前解
释，如果孩子在3岁时有175-
200度远视，在6岁时有125-
150 度远视，在 8 岁时有 75-
100度远视，就可以延缓孩子

出现近视的时间，甚至可以不
出现近视。

因此反观朱辰的情况，周
磊说：“就算她当前还没近视，
就算之后没任何用眼过度，也
迟早会发展成近视。”

当周磊建议孩子务必要多
进行户外活动时，朱辰外婆说：

“哪有时间户外活动！她妈妈
一年给她报了17万元的辅导
班，天天就是学学学！”

为啥要密切关注学龄前儿童远视储备量？

根据宁波市眼科医院眼视
光专科专家经验，之前儿童青
少年近视的高发年龄段有两
个，一是小学三四年级，远视储
备差不多消耗完时；二是孩子
上了初中后，学业压力突然加
大时。但近年来，接诊的近视
人群持续出现低龄化趋势，一
方面是家长就诊意识的提高，
另一方面是真性近视在低龄儿
童中发生率的上升。

宁波市儿童青少年综合近
视防控专家指导委员会常务副

主任袁建树表示，今年下半年，
宁波市眼科医院对1752名学
龄前儿童进行了视力筛查，结
果发现，远视储备普遍消耗较
快，普遍不足，如不进行干预，
可能到小学一二年级就要迈入

“近视大军”。究其原因，不外
乎电子产品使用多、学业任务
重、户外活动少。

袁建树提醒，作为一种现
代病，出现近视很正常。但过
早发生近视，会增加发展为高
度近视的风险，并进一步增加

眼底病的发生率。因此，近视
防控时间一定要前移。

“预防近视的原则，就是‘一
减一增’——减少近距离对视时
间、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建议确保
每天至少两小时户外活动。理论
上讲，户外活动一小时，可以让视
力向远视方向‘漂移’9度。”

另外，专家特别提醒家长，
一年带孩子做一次远视储备的
筛查，如果父母有近视，可缩短
到半年一次。

记者 徐露清 通讯员 陈怡

65周岁以上老年人
可免费接种流感疫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