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视能被治愈？别被商家忽悠
了！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中
国消费者协会发出消费提示，提醒儿童
青少年及家长：在目前医疗技术条件
下，近视不能治愈，勿轻信所谓的治疗
近视广告，科学用眼加上适量的户外活
动才是“良药”。

近年来，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率一
直处于较高水平。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
据显示，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的总
体近视率为53.6%，到2019年，这一数
据下降为50.2%，但2020年以来，学生
居家上网课的时间和频次增多，儿童青
少年的总体近视率又上升为52.7%。青
少年的近视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社
会、学校、家庭等各方面的高度重视。

正是因为我国拥有数量庞大的近视
群体，市场上不断涌现大量的“视力保护
产品”，如护眼贴、明目膏、护眼仪、穴位
按摩仪等，并使用“康复”“恢复”“缓解眼
疲劳”“降低度数”“提升视力”“近视治
愈”“近视克星”“度数修复”等表述，有的
还列举了一些“成功”案例以博取消费者
的信任。

中国消费者协会表示，这些广告宣
传，大都缺乏科学依据，不仅侵害了消费
者的知情权，甚至会让部分消费者产生

“治疗近视很容易”的误解，进而忽视孩
子的近视防控工作。

此外，还有一些中药药敷、耳豆、足
底刺激、训练仪器、按摩等针对儿童青少
年近视的康复干预产品和服务，以及苗
医、针灸、特效眼镜等看似科学的治疗视

力的方法，有些消费者在试用或者初次
接受服务后，可能会有一些“效果”。对
此，有专家表示，它们都是通过放松神经
肌肉来缓解因视疲劳而产生的一些症
状，但近视依然存在。

据悉，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等
6部门在2019年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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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明确指出，“在目前医疗技
术条件下，近视不能治愈”。

中国消费者协会认为，若是由用眼
过度等原因导致的假性近视，及时去正
规的眼科医疗机构检查并通过科学的方
法是有可能恢复的；但如果真性近视已
经发生，通过明目膏、护眼贴等产品来降
低近视度数甚至恢复正常的说法就非常
不靠谱了。当前，只能通过配戴眼镜（包
括框架眼镜和隐形眼镜等）、近视眼手术
等方式来进行矫正。

有专家指出，我国青少年近视发生
率之所以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主要是
因为婴幼儿时期过早接触电子产品、使
用电子产品时间过长、睡眠与运动时间
不足等。

中国消费者协会认为，孩子的视力
健康，早防早控是关键。从孩子出生到3
岁是孩子视力发育的“黄金时期”，要尽
量避免3岁前的婴幼儿使用电子产品；3
岁至6岁是眼睛和视觉功能发育的“关
键时期”，家长要随时关注他们的眼睛发
育和视力健康状况，帮助孩子从小养成
科学用眼、健康用眼、卫生用眼的良好习
惯。发现孩子出现看电视需凑近屏幕、

抱怨头痛或眼睛疲劳、经常揉眼睛等视
力异常迹象时，要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的
眼科医疗机构检查。

中国消费者协会建议，家长要保证
孩子每天拥有合理的膳食结构和充足的
睡眠，引导孩子以正确的姿势、距离阅读
和书写，连续用眼时间不宜超过40分
钟，并注意周围环境的亮度等。

对于需要上网课的学生，家长要帮
助孩子合理选择和正确使用电子产品，
使用电子产品学习30分钟至 40分钟

后，应休息10分钟；年龄越小，连续使用
电子产品的时间应越短。非学习目的的
电子产品单次使用时间不宜超过15分
钟，每天累计不宜超过1小时。

要积极督促孩子进行户外活动和体
育锻炼，每天应保证2小时以上的户外
活动时间或者每周累计14小时以上，形
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对于已患近视的孩
子，应增加户外活动时间以减缓近视程
度的进一步发展，建议每天户外活动时
间在3小时以上。

科学用眼和户外活动才是近视防控“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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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国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和无
症状感染者继续下降，但疫情防控形势依
然严峻复杂。为何要及时接种新冠疫
苗？如何对公共场所科学消毒？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有关专家作出权威解答。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
王华庆表示，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传播速
度更快，传染性也更强，传播过程更加
隐匿，仍会导致重症和死亡。目前，新
冠疫苗对预防重症和死亡的效果明

显。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和加强针，
效果会更好。

据悉，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的疫苗
目前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目前开展奥
密克戎变异株疫苗的研究，是期望在未
来应对新冠病毒的过程中能够增加一个
手段。”王华庆说，但确定其研究结果还
需要时间，同时病毒变异和进化存在不
确定性，所以当务之急仍是尽快全程接
种，符合条件的尽快完成加强针的接种。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一
级巡视员雷正龙表示，为进一步做好疫
苗接种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鼓励各地
因地制宜，进一步优化服务模式，提供更
加便捷优质的接种服务。

公共场所科学消毒一直广受关注。
中国疾控中心消毒学首席专家张流波表
示，疫情期间，商超、宾馆、农贸市场、学
校、交通工具、办公楼宇、建筑工地等需
要进行日常消毒，开展预防性消毒。

“对上述地方的消毒，重点是针对高
频接触的物品表面，如门把手、电梯按
钮、柜台等。”张流波说，室外景区要做重
点消毒的是涉及公共卫生间、售货亭等
人群聚集场所的环境和表面。如有健身
器材，也是消毒的重点。

张流波提示，在没有明确污染的情
况下，没有必要对室外场所的地面、路面
甚至绿化带进行大规模喷洒消毒，也没
有必要对室外的空气消毒。

全国多地高考将于6月7日—8日
举行。根据教育部此前要求，考生应做
好考前连续14天本地健康监测，减少
不必要的聚集和跨区域流动、不到人群
流动性较大场所、不前往中高风险等级
地区等。

“疫情下的高考备考，要按照指引，
做足措施，科学防疫。备考期间，考生
要保持学校与家两点一线的生活状态，
戴好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配合
学校做好核酸检测，及时申报14天个
人健康情况和行动轨迹；与家人一起减
少社交，管理好自己的健康码和行程
码。外地考生须及时赶回高考报名所
在地市。”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
姚训琪说。

除了注意个人防护之外，科学合理
的作息是健康的保证。广州市第五中
学高三年级级长程炤亚建议，考生要保
持充足的睡眠，不开“夜车”。考生日常
复习的内容安排，可考虑跟高考考试科
目时间保持一致，尽量把最佳生物钟调
整到上午9点至11点30分，下午3点至
5点的时间段。

饮食常态化，兼顾营养，切忌大
补。多位备考专家提示，考前的饮食不
需要额外吃补品或保健品，保持日常的
均衡营养即可；可清淡饮食，尽量少吃
一些含脂肪高的油炸类食品或者是辛
辣食品，以免上火或腹泻；多喝水，少喝

饮料，避免肠胃不适带来身体负担。
具体到一日三餐，考生早餐可选择

谷类、面食、蛋奶、水果等，午晚餐的食
物可以多样化，包括富含优质蛋白的鱼
虾、瘦肉、鸡蛋、牛奶、豆腐等，适当搭配
蔬菜水果，夜晚可以少量加餐，切忌量
太大增加肠胃负担而影响睡眠。

最后阶段是学生容易出现心理波
动的时候，心理调整非常重要。要怀
着“平常心”去应对高考。要尝试跳出
高考来看高考，高考只是人生道路上
的一个经历，而不是终点，要有合理的
期望值。

学习之余，可以适当通过运动、音
乐和阅读来调节心情。广东实验中学
越秀学校老师李明说，运动可以稳定心
率，释放压力，更有助于睡眠，让人头脑
更清醒，建议考生傍晚跑跑步出出汗即
可，不要太过激烈；一首和你产生共鸣
的轻音乐，能帮助你放松，帮助你更有
信心；在每天的头脑风暴、题海遨游后，
一本散文集或诗词集会是你脑海中的
世外桃源，会帮助改善你的大脑，也会
提高写作的灵感。

气象部门预测，高考时间，北方高
温、南方降雨的可能性较大。考生要注
意防暑降温，对极端天气做好充足准
备，选择适当的出行路线和交通工具，
带齐雨具，预留足够的路上时间，出现
任何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求助。

高考临近 送考生一份应试小贴士

炸鸡块、炸排骨、炸藕盒……金黄
香脆、外酥里嫩的油炸食物，是否让您
垂涎欲滴？油炸食品虽然好吃，可是高
脂肪、高热量不利健康，怎么办？自从
宣称“无油”“少油”的空气炸锅问世，不
少人如获至宝——不放油或少放油也
能做出酥酥脆、嘎嘎香的食物，满足味
蕾的同时还能减少油的摄入量，简直两
全其美！

可这两天，一则“专家不建议多用
空气炸锅”的消息冲上热搜，称空气炸
锅的高温加热会使食物产生潜在致癌
物丙烯酰胺，有致癌风险，且“高温下很
多营养素会流失”“容易造成不饱和脂
肪酸摄入不足”。对此，很多网友却并
不买账，甚至有人说“建议专家不要建
议了，再建议下去，啥也不能吃了”。

空气炸锅还能不能用？问题到底
出在哪里？

很快，反转来了。不少营养学专家
发文辟谣——丙烯酰胺的产生不是空
气炸锅的错，只要食物里有碳水化合物
和蛋白质，经历120℃以上高温，就会不
可避免地产生丙烯酰胺。也就是说，人
们平时用普通锅具高温煎炒、油炸、红
烧或烤的食物，都或多或少地含有丙烯
酰胺，但人们总体摄入的丙烯酰胺量并
不多，因此不必过于担心。与传统油炸

相比，空气炸锅可以减少油脂的使用，
对健康还是有益的。不过，要想健康饮
食，还是得少吃油炸食品，使用空气炸
锅时，尽量调低温度、缩短加热时间，同
时注意控制频次。

其实，这则消息说的“不建议多用
空气炸锅”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为何会
被网友吐槽和回怼？很大原因在于支
撑观点的理由站不住脚——抛开剂量
谈危害，很容易造成危言耸听。丙烯酰
胺虽是潜在致癌物，但只要摄入量在安
全范围内，又何必杞人忧天？判断一个
事物健康与否，既要讲清楚前提，要有
频率与量的考量，也要具备一定的常
识。“高温下很多营养素会流失”“容易
造成不饱和脂肪酸摄入不足”之所以让
人无法接受，是因为其严重脱离现实，
试想有多少人会一日三餐只吃空气炸
锅做的食物呢？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普
遍的健康困扰不是油摄入不足而是过
量，如此经不起推敲的说辞，怎能不让
人反感？

有关健康信息的传播与人们的生
活密切相关，不可不慎。无论是信息传
播者还是平台发布方，都要力求所传播
的健康信息真实、准确、客观，对与常识
相悖、表达极端的内容要引起足够警
惕，让错误的信息没有容身之地。

从空气炸锅能不能用说起

全身多个部位起“蚊子包”，刺痒难
耐，难道是越冬的蚊子开始出来“搞事
情”了？其实，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荨
麻疹。好好的怎么就弄了一身包呢？
今天，医生就来带您了解这种“听上去
就痒”的疾病。

带您认识荨麻疹的“大家族”

荨麻疹是一种很常见的皮肤病，可
发生于任何年龄。约30%的人一生中
至少发生过一次荨麻疹，可见于任何年
龄和性别。根据患病时间长短，可将荨
麻疹分为急性荨麻疹和慢性荨麻疹，慢
性荨麻疹的症状持续时间在6周以上。

根据病因还可将荨麻疹分为自发
性荨麻疹和诱导性荨麻疹，其中诱导性
荨麻疹包括皮肤划痕症、冷性荨麻疹、
延迟压力性荨麻疹、水源性荨麻疹、日
光性荨麻疹、振动性血管性水肿和接触
性荨麻疹等。

这些“蚊子包”
是怎么冒出来的？

荨麻疹的病因非常复杂，根据来源不
同一般可分为外源性和内源性。外源性因
素多为一过性，内源性因素多为持续性。

外源性因素 阳光直晒、皮肤受到
摩擦和压力、冷热刺激、吃了某种食物
或药物、吸入过敏原等。

内源性因素 细菌和病毒感染、劳
累、精神紧张和慢性疾病等。

除了以上列出的因素之外，还有其
他诱发荨麻疹的病因。通常急性荨麻
疹较易找到原因，而慢性荨麻疹的病因
多难以明确。据目前的研究，成人或儿
童的慢性荨麻疹症状，很少是由过敏引

起，而是自发性的。
人体中的肥大细胞是引起荨麻疹

最主要的效应细胞，其广泛分布于皮肤
及内脏黏膜下的微血管周围，具有强大
的免疫调节功能。虽然名字叫做肥大
细胞，但是它与肥胖可是毫无关系。荨
麻疹患者体内的肥大细胞可通过不同
机制被激活，释放出组胺、类胰蛋白酶、
白介素、白三烯等物质，导致风团、水肿
和瘙痒症状。

其中一种重要机制，是人体内一种
免疫球蛋白IgE，它在荨麻疹发病机制
中具有核心作用，IgE可通过不同方式
激活肥大细胞，进而释放上述组胺等炎
症介质，导致荨麻疹症状。

出现这些症状要尽快就医

荨麻疹主要表现为大小不等的风
团伴瘙痒。风团的形状和大小可变、中
央隆起，周边常伴有红晕，通常在24小
时内自行消退，但常在身上其他区域轮
流出现。大部分慢性荨麻疹患者病程
可达数年，甚至长达50年。

然而，荨麻疹不能与风团画等号，
一些荨麻疹患者还会出现血管性水肿，
主要表现为突发的真皮或皮下组织肿
胀，伴瘙痒、疼痛和烧灼感（如眼睑和口
唇）。相较风团，血管性水肿的持续时
间更长，可达72小时。

除了风团和血管性水肿外，病情严
重的荨麻疹患者还可伴有发热、恶心、
呕吐、腹痛、腹泻、胸闷及呼吸道梗阻等
全身症状，若累及喉头还可能出现呼吸
困难甚至窒息。如果荨麻疹患者出现
了发烧和呼吸困难，需要尽快前往就近
医院急诊科处理。

刺痒难耐的“蚊子包”很可能是荨麻疹

夏季天气炎热，很多人会晚上睡不
好，白天没精神，既影响工作也影响正常
生活。在银行工作的徐京（化名）最近就
饱受这种困扰，总感觉睡不醒，醒来后又
觉得特别疲惫，常常胸闷气短，打呼噜的
情况也格外严重。为此，他去医院就诊，
结果医生说这些症状与打鼾有关。

专家表示，生活中，很多人对打呼噜
不以为意,甚至认为这是睡得香的表现，
事实上，它可能是夜间“杀手”的声音，也
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该病
不仅会影响睡眠质量，甚者会有猝死的
风险。

睡眠呼吸暂停早期常被忽视

世界睡眠学会秘书长、北京大学人
民医院睡眠中心主任韩芳强调，打呼噜
是病，但在早期常常被忽视。

在每5位打鼾的人中，就有1人患
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韩芳
指出，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是一种睡眠
时，呼吸反复停顿为特征的睡眠障碍，
作为一种慢性进展性疾病，如果得不到
重视，会影响睡眠、降低血氧饱和度，进
一步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脑梗、脑出
血、糖尿病、呼吸功能不全，还可能导致
焦虑、抑郁、痴呆等神经精神症状，对孕

妇及胎儿也会造成影响，严重者甚至会
在深夜睡眠过程中发生猝死。据统计，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比没有该病
症的人群，猝死率高出3倍，因此，早诊
早治至关重要。

那么，生活中，我们怎么识别睡眠呼
吸暂停综合征呢？

韩芳介绍说，如果有以下这种鼾声，
证明就是呼吸暂停：一是鼾声高，高到隔
壁房间都能听得着；二是鼾声高低不均，
一般的仰卧位、酒后鼾声是比较轻且均
匀的，呼吸暂停患者的打鼾，会在其间突
然“没声了”，过了几十秒之后，出现带勾
的鼾声；三是病人家属经常这样描述，憋
得满头大汗、还蹬胳膊蹬腿，但翻个身，
马上又鼾声如雷。

另外，如果睡眠期间总有口干舌燥、
床头需要备水的情况，是打呼噜张口呼吸
造成的，也要提防呼吸系统暂停综合征。

30-50岁的青壮年易受侵袭

韩芳强调，睡眠呼吸暂停是夜间“杀
手”，尤其危害年富力强的青壮年。

临床调查发现，睡眠呼吸暂停最严
重的多是30-50岁的青壮年，65岁以上
这类病人反而少了。韩芳认为，这个年
龄段人群通常上有老下有小，起得早睡

得晚，有些人还要经常喝酒应酬、频繁出
差，加之工作压力较大导致肥胖，睡眠不
好感觉力不从心等。再有就是生活水平
提升，开车多走路少，这些都是导致睡眠
呼吸暂停的因素。

“虽然睡眠呼吸暂停引起的死亡很
常见，但很多人并不了解。”韩芳介绍说，
比如一部分患者酒后发生夜间猝死，多
归因于心脏猝死，而呼吸暂停这个真正
的“凶手”却“逍遥法外”；另一部分患者
死于因长期呼吸暂停伴发的肥胖、糖尿
病、高血压等。

北京朝阳医院睡眠医学中心主任郭
兮恒说，我们在临床诊治的打鼾患者中
发现，阻塞型睡眠呼吸暂停有一个最突
出的特征就是睡眠障碍，简言之，就是说
打鼾的病人不一定睡眠呼吸暂停，而阻
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都有打鼾，所
以，睡眠过程中既有打鼾又有呼吸暂停
的人，就要特别注意。如果出现了明显
的呼吸暂停，造成明显缺氧，继而身体产
生各种各样的损害，比如高血压、糖尿
病、内分泌紊乱、情绪改变、精神障碍等，
就说明这个人需要干预，需要在医生的
指导下先进行筛查，确诊后规范治疗。

孕妇打鼾可能伤及腹中胎儿

需要强调的是，在睡眠医学里，有一
类特殊人群就是孕妇。据韩芳介绍，经
研究，有睡眠呼吸暂停的准妈妈，通常在
怀孕第3个周期，也就是孕20周至21周
期间，50%都会出现高血压、先兆子痫，
经睡眠监测时可发现有明显的低氧血
症。此时做胎心监测，胎儿会随着妈妈
呼吸暂停，出现心率下降等危机情况。

“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孕妇睡眠障
碍的比例并不低，至少能达到10%左右，
最常见的症状就是打鼾，有的怀孕前就
有，有的是怀孕后出现，且随着孕周的增
加，打鼾越来越频繁。”北京大学人民医
院产科主任医师刘国莉说，近些年，我们
与医院睡眠中心合作，通过查体发现下

颌后缩、扁桃体肥大等，并关注包括肥
胖、糖尿病、高血压、尿频、睡眠差等高危
因素的孕妇。因为处于缺氧状态下的准
妈妈，会影响肚子里宝宝的发育，出现低
体重儿、重度窒息等高危产儿的概率都
会增加。

韩芳表示，孕妇的睡眠问题更需要
关注。当孕妇出现白天嗜睡，晚上打鼾、
憋气、夜尿多，晨起口干舌燥等情况时，
就要小心睡眠呼吸暂停。对具有睡眠呼
吸暂停高危的孕妇，在孕早期就应该进
行筛查，一旦达到需要医疗干预条件，要
进行整个孕周期的全程管理。

治疗方面，孕妇因其特殊性，通常选
择保守治疗。刘国莉说，以前遇到这种
情况只能住院，一旦出现状况紧急抢救，
现在会给她们用上简易呼吸机，就可以
帮助她们渡过这最困难的阶段，尽量延
长孕周期，保证宝宝的健康。另外，遇到
高血压手术风险高等紧急状态时，可能
通过临时使用呼吸机调整，使血压下降，
保证手术安全。

经常打呼噜的孩子可能变丑

有些孩子睡觉时也会打鼾，一定要
引起家长的足够注意。因为健康的儿童
很少打呼噜，出现打鼾就是身体发出的
危险信号。

“正在生理发育期的儿童经常打鼾，
很有可能发生面部轮廓的改变。”北京大
学口腔医院主任医师高雪梅指出，孩子
由于长期张口呼吸而不用鼻子呼吸，鼻
腔长时间得不到气流刺激，会造成鼻腔
发育不全，致使鼻腔、口腔之间的上腭高
拱、前突，继而出现两眼间距增宽、鼻梁
塌平、口唇增厚、牙列不齐、上切牙突出、
缺乏表情等面部发育变形变丑的“腺样
体面容”。

不过，高雪梅也表示，家长们也不要
过于焦虑，只要早发现，这类孩子早期无
须手术，通过佩戴无创的呼吸机和口腔
矫正器治疗即可。

及时接种新冠疫苗、公共场所科学消毒……

权威解读来了

打呼噜打呼噜，，夜间夜间““杀手杀手””的声音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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