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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一年内近视涨了 155度；
她，
两眼视力不一样；
她，
刚上小学就近视了
虽然都是近视，
也都是佩戴角膜塑形镜，
但在眼视光学专家那里——
—

每个人的治疗，
都有一套个性的方案
多数人用手机银行，只是转账汇款或是理财
其实，它与我们的“吃喝玩乐”关系密切着呢

农行
“E购天街”
，
掌上“生活圈”

上周六，苏州知名眼视光学专家牛燕再次来到常州激光医院坐诊。这一次，慕名找她的大
小患者就更多了。有不少人是带着常州晚报去的，
“ 牛医生，看了你的报道，我感觉自己也有点
斜视。”
“ 我家宝贝近视度数也升得很快，是不是可以配角膜塑形镜？”
因为找牛燕主任咨询孩子是否可以配戴角膜塑形镜的家长很多，所以，记者特地请她讲了
讲目前很热的角膜塑形镜的配戴问题。

11岁男孩，
一年内近视涨了 155度
医生建议佩戴角膜塑形镜，控制近视度数
11岁小男孩木木是跟着家长来
挂号找牛燕主任的。小小年纪的他，
一副近视眼镜已经戴了 1年了。
孩子虽然去年近视度数才 275
度，但今年已经涨到 425度，一年深
了 155度。牛主任为木木检查后发

现，他的眼轴比正常长了 1.
5毫米左
右，属于轴性近视，而随着他不断生
长发育，眼轴还会继续拉长，这也就
意味着，孩子的近视度数还会上升。
针对这种情况，牛燕主任推荐
木木配戴角膜塑形镜，这种类似隐

形眼镜的角膜接触镜，主要通过夜
间配戴在角膜上，逐渐改变角膜的
曲率，遏制眼轴进一步加长，从而达
到纠正近视的目的，不仅白天拿掉
不用戴眼镜，视力正常，而且可以阻
止或延缓近视度数继续加深。

12岁小姑娘，
右眼近视，
左眼正常

本 报 讯 清明节小长假快到
了，市民小张筹划着利用清明节来
个短途游，但是他对旅游地点难以
抉择。同事知道后，向小张推荐了
农行手机银行，小张吃惊地问朋
友：
“手机银行我一直在用啊，和我
出去短途旅游有什么关系啊？”朋
友故作神秘地说：
“ 你回去仔细看
看就知道了”
。小张一直是农行手
机银行的忠实客户，但只是用来转
账汇款或是理财之类的，没有特意
关注过它的其它功能。他半信半疑
地打开农行手机银行客户端，发现
里面有一个版块叫“E购天街”，进
去之后小张恍然大悟，这不是我们
的掌上生活圈嘛！
确实，
“E购天街”里面包含了
“吃”、
“ 玩”、
“ 购”、
“ 财”、
“ 行”、
“秒
杀”等模块，涵盖了百姓生活的各
个方面。比如点击进入“玩”版块，
里面包含有电影票、门票、游戏、
彩票四个模块，如果你想旅游那
就点击“门票”，版块支持城市、景
点、主题的关键词搜索，也可以点
击“我身边”的选项，点开以后你
附近的旅游景点一览无遗，你要
做的就是好好挑选你的目的地
了。选好之后，你可以进入“行”的
版块，
“ 行”包含有机票和酒店两
个选项，手指点点，你的行程和住
宿也妥善安排好了，并且好多酒
店你都可以享受到农行特价优
惠。另外“玩”模块下面也支持电
影票的购买，并且能进行在线选
座，非常方便。
“购”版块下面现有

“手机数码”、
“ 运动户外”、
“ 日用
家居”、
“ 服装鞋帽”、
“ 箱包手表”、
“美妆个护”、
“ 年货礼品”等类别，
在售商品都是市场上较为热门的
商品，价格也比较优惠。
记者从农行内部了解到，
“E
购天街”是农业银行与商户联合
推出的，面向掌上银行客户的专
属移动端生活服务平台。它以移
动端各类虚拟服务为主，以实物
销售为辅，调用农业银行手机银
行各类支付形式，全方位满足客
户需求。围绕客户移动端生活娱
乐消费需求，推出吃、玩、购、行、
财、秒杀等模块，并提供优惠券、
随手付、生活帮以及 e用汇等特
色服务的开放性平台。“Ｅ 购天
街”除了已嵌入手机银行“乐享生
活厅”栏目下，也有单独的客户端
可以下载，客户可以在苹果商店、
搜狗手机助手、百度、木蚂蚁、联
想乐商店、安卓市场等市场进行
下载。
农行掌上银行“E购天街”，你
的掌上“生活圈”。还在等什么？赶
快下载吧，更多的乐趣和快乐，等
着你去探索和发现。
"宋菊 薛佳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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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建议右眼戴塑形镜，眼镜可以不用戴了
12岁小姑娘悠悠的情况则又不
同：她右眼近视度数为 225度，而左
眼视力正常。戴眼镜大半年了，
小姑
娘老喊“不舒服”
“眼睛酸”。
牛燕主任解释：
“两只眼睛的近
视度数相差 100度以上，就会引起
融像困难，因为我们两眼看到的东

西，最后在大脑中是成一个像的，两
眼近视度数相差越大，左右眼所见
事物的大小差距越大。而配戴眼镜
后，由于近视镜片的缩小效应，差距
更大，更容易造成融像困难，大脑里
相当于在打架，
从而出现视疲劳。”
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就干脆看

远用视力好的眼睛，看尽用近视的
眼睛，
两眼的使用很不平衡。
牛燕主任为悠悠的右眼配了角
膜塑形镜，嘱咐她夜间佩戴于近视
的右眼上，白天不用再戴眼镜了，因
为视力恢复正常的右眼，能和不近
视的左眼同时观察事物，
不打架了。

爱美的小姑娘，
不肯戴眼镜
为了鼓励孩子，同样近视的爸爸与她共同体验
小姑娘凡凡是当天下午来的。
她的母亲有 1000度的高度近视，小
凡凡刚上小学，也近视了，左右眼都
是 175度。但是小姑娘爱漂亮，觉得
戴着眼镜不好看，家长也考虑到孩
子活动量大，戴上眼镜也不方便，就

专家提醒

来咨询配戴角膜塑形镜事宜。
经过牛燕主任的检查，凡凡可
以配戴角膜塑形镜。但是小朋友觉
得这个类似隐形眼镜的镜片是要戴
到眼睛里，有些害怕。
这时候，凡凡的爸爸挺身而出，

表示愿意和孩子 一 起 戴 角 膜 塑 形
镜。凡凡爸爸是 200度近视，
并且喜
欢打篮球，觉得戴着框架眼镜不方
便。这位爸爸说，
他除了可以与孩子
共同体验，还能将更准确的佩戴感
受及时反馈给医生。

影响很大。所以，一定要到信誉好
的医院眼科，请有资质的专家检查
配戴。

视治疗、青少年近视的防治，以及各
种疑难验光配镜和隐形眼镜如
RGP、
角膜塑形镜的验配。

孩子近视了，要不要配戴角膜
塑形镜？牛燕主任特别叮嘱家长，
专家简介
小孩子的眼睛还处在生长发育期，
牛燕
若发现近视了，及早配戴角膜塑形
镜，是能够有效阻止其近视进一步
苏州市眼视光医院视光门诊主
发展加深的。但角膜塑形镜是戴在
任，眼科学视光学硕士，美国太平洋
眼睛里的，配戴的度数等是否精确、 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眼视光临
角膜塑形镜的质量如何等，对效果 床、教学和研究工作。擅长小儿斜弱

门诊安排
牛燕是常州激光医院的特邀视
光学专家，每周六全天，都在激光医
院眼科中心坐诊。
咨询电话：88665959
徐丹 文 朱臻 摄

国际物理医学与康复医学学会主席来我市

调研老年专科医院和护理院
本 报 讯 近日，国际物理医学
与康复医学学会主席励建安对常
州二院金东方院区进行了深入调
研，指导了老年专科医院和护理院
工作，重点介绍了如何帮助老年人
摆脱
“残疾状态”
。
统计数据显示，我市老龄人口
总数高达 78万，老 龄 化 情 况 严
重，老年人的医疗健康服务显得
尤为重要。由常州市第二人民医
院与武进区金东方颐养中心共同
—常州
筹建的老年病专科医院——
二院金东方院区应运而生，旨在
为老年人提供健康管理、医疗救
治、康复医疗和抗衰老等四大医
疗服务。
励建安肯定了金东方颐养中
心的各项设施设备、人文环境建
设，尤其是常州二院金东方院区
和金东方护理院的建设。当天，他
还在该中心的老年大学教室，为
医院筹建的工作人员、金东方会
员，上了一堂生动的老年病康复
课，重点阐述了如何帮助老年人
摆脱“残疾状态”。励建安强调，
“‘残疾’不是残疾人所特有的生
理疾病状态，而是每个人都会经

历的状态：当老年人衰老到一定
程度不能独立生活，需要别人帮
助时，这就意味着进入了‘残疾状
态’，但通过外界社会人文环境与
科技设备环境的有效结合，可消
除这种状态带来的困扰和消极影
响。”
据悉，去年 6月，励建安接
过了国际物理医学与康复医学学
会 （英 文 简 称 !"#$%） 的主席绶
带，成为该组织成立半个世纪以
来的首位华人主席。同时，他还
担任美国医学科学院院士、
WHO-I
SPRM 国际康复救灾委员
会主席、中国康复医学会常务副
会长兼秘书长、中华医学会物理
医学与康复医学分会主委、中国
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会会长、江
苏省康复医学会会长等多个职务，
在心血管康复、神经瘫痪康 复 、
运动分析和运动控制障碍等方面
均有着深厚的造诣和丰富的临床
经验。
记者了解到，常州二院金东方
院区将于今年 10月正式投 入 使
用。
"陶新峰 狄佳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