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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激光医院视光学专家牛燕，上周六一天接待了50多位门诊病号

青少年弱视、斜视成咨询热点

求医问药

上周六，知名眼视光学专家
牛燕在常州激光医院的专家门
诊，挂号数超过 50个。在这 50
多位前来问诊的人之中，八成人
咨询到弱视、斜视方面的问题，而
且，这八成人都是青少年。

牛燕主任介绍，在对青少年弱
视的理解上，家长们往往会走入两
个极端：一种是不重视，觉得弱视
是小问题，长大了自然会好。另一
种是对弱视的不了解，只要孩子的
眼睛出现问题，就觉得是弱视，由
此延误了眼部疾病的诊治。

牛主任的比方很形象，如果
青少年弱视这种疾病是一个人，
可以开口说话，它都要为自己喊
冤：“要么不重视我，要么只要是
视力问题，就都怪我！”

小男孩淘淘早在4周岁的时
候就由父母带着，到苏州找过牛
燕主任。当时小家伙散光200度，
戴镜后视力只能矫正到0.3，被诊
断为散光引起的弱视。牛主任建
议配镜加系统训练、治疗。但是孩
子的家长觉得弱视是小事，想着
随着孩子慢慢长大，视力就会恢
复正常。
3年后，淘淘家长得知牛燕主

任来常州激光医院开设门诊，又
带着孩子再次赶来。家长说：“孩
子现在连黑板上的字都看不见
了。”牛主任再此为淘淘检查后发

现，孩子现在弱视更加严重，散光
300度。现在，淘淘开始戴镜，并
结合训练。但是牛主任说，孩子已
经错过了最佳的矫正时间。

专家观点! 弱视的危害远远

大于近视"如果不及时防治"视力

会永久低下#

造成孩子弱视的原因有很多
种，包括屈光不正（近视!散光和远

视）、屈光参差、斜视、形觉剥夺（如
上睑下垂!先天性白内障）等。这些
原因都会使视觉发育达不到正常
视力发育标准，使得单眼或双眼矫
正视力仍达不到1.0，这就是弱视。

弱视的危害远远大于近视，
因为单纯近视的儿童，看远模糊，
看近清楚，视觉细胞和神经还能
受到外界物象的刺激而不会衰
退，而弱视则不同，由于视觉细胞
和神经长期受不到外界物象的准
确刺激而衰退，如果不及时防治，
视力便会永久低下。而且，弱视还
会导致孩子立体视觉缺陷，单眼
的弱视容易形成斜视。

弱视的最佳诊疗时间是6~8
岁前，错过这个年龄，也就错过了
孩子视觉发育可塑性的黄金时
期，造成终生的视力损害。

栋栋今年5岁半，是牛燕主
任在苏州遇到的一位小病人。门
诊中她发现，这孩子有着严重的
眼底疾病，左眼几乎失明，右眼视
力0.2。那为什么不早点带孩子来
治疗？

栋栋的家长说，两三年前就
觉得孩子的眼睛有点不对劲，当

时以为是有点散光，有点弱视，没
什么大问题，没想到发展到这么
严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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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岁左右可到正

规医院做一次系统的眼科检查 "

排除疾病#

可能是孩子的弱视现象比较
普遍，以至于只要是眼睛出现的

问题，家长们就想当然的以为是
弱视。

规范的做法是，孩子在 2周
岁左右可以到正规医院做一次
系统的眼科检查，排除一些基础
性疾病。特别是父母双方的眼睛
有问题的，孩子就更要及时排
查。

基金买卖，用手机即可完成
农行掌银的功能还真不少哦

近期，股市形势一片大好，大盘指
数不断创新高，很多客户争相杀入股
市。

小王与妻子商量拿出部分资金加
入到网上炒股的大军之中，由于对股
市一无所知，被套了。“有没有一些门
槛较低，风险不高的理财产品，最好还
能随时随地操作？”小王说。
其实，购买基金就能很好地解决这

个问题。基金不像股票波动幅度很大，
使用农业银行手机银行就能帮助小王
轻松实现愿景。该产品专门针对通过农
行账户买卖基金的客户量身定制，客户
只须通过手机银行在“基金”中查找并
购买自己所想购买的基金产品，通过
“我的基金”查询自己持有的基金赎回。

那办理该业务在手机上操作有没
有限制？有没有起点金额呢？具体该如
何办理呢？

据了解，所有的农业银行持卡客
户均可办理，只须到农行营业网点开
通手机银行业务，不同的基金公司门
槛也不一样，某些基金最低认购只须
100元，客户在农行手机银行进行自我
风险评估、签约即可。 宋菊 薛佳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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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农业银行手机银行客户端"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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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我的基金%选项后"首次进入选择$风险承受能力测评%进行风险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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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在显示的基金产品中挑选一款自己看中的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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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可以选择$设置分红方式%选项"确定当基金分红时获取基金份额

或是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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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通过$持有基金查询%"查找自己手中的各种基金份额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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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使用(赎回%选项"将自己持有的基金卖出"获取收益"正常营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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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赎回的基金"价格按当天基金实际收盘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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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赎回的基金价

格为下一交易日收盘价)

招工找工

武进万达在我市首创“商业体招聘会”

千家企业3万个岗位，20万人来抢
“星期六定下的人，周一就已经到岗入职。”昨天，我市一家企业人事主管张

先生回顾起上周末武进万达的三天招聘会，还是有点小激动，“公司一些岗位严
重缺人，没想到一家商业体能举办如此大型的人才集市，且求职人员质量之高让
我们有点意外。”

3月27日～29日，武进万达举办
了我市首场商业体内招聘大会，快速
集结起来的1000余家企业中200家
为知名企业，全场30000多个岗位吸
引了20万应聘求职人员。

28日下午2点，一楼连廊数十家
企业应聘者排起长龙，服务台前咨询
络绎不绝，中庭舞台四周围得水泄不

通。李女士在恐龙园招聘台前面试服
务员一职，娓娓道来这些年在社会上
的历练，面试官望着沉着的李女士也
是连连点头。

这场人力资源联动不仅为应届大
学生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梦想平台，也
给了许多换岗求职者一个上升的机
会。

除了面试者对炙手可热的岗位摩
拳擦掌，各企业也使出各种招数吸引
应聘人员。

招聘会组织方武进万达广场相关
负责人介绍，“此次进驻的1000家企
业有传统企业300余家，超500家为
服务业，其他的都是网络等新兴行业岗

位。”其中知名企业有200余家。据了
解，最多一家企业收到简历100余份，
基本每家收取简历都在20份以上。

招聘会进行期间，组织方武进万
达仍然不断接到企业电话，“怎么没有
通知到我们？”、“下次啥时候再办？”、
“现在还有展位吗？”

据武进区最近发布的对 33家企
业用工调查报告显示，服务业缺工率
最高，机械电子行业用工需求最大。该
调查涉及纺织、电子电气、机械制造、
冶金、酒店服务业、互联网、新材料科
技等7个行业，用人增幅为7.14%。

相关部门负责人说，“武进万达尝
试招聘活动，给用工企业和求职人员

搭建了一个全免费的平台，这种公益
活动搞得越多越好。”

武进万达广场相关负责人说，“首
次尝试这样的公益招聘会，没想到取
得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以后我们会
定期组织，争取到更多优质明星企业
加入。”

孙静 盛栖

千家企业 3万个岗位，吸引 20万求职者

众多企业都在咨询何时再次举办

这类公益招聘会，武进万达以后还会再办

操作步骤

误区1弱视是小事，长大就好了

误区2只要孩子眼睛有问题，就一定是弱视

牛燕：苏州市眼视光医院视
光门诊主任，眼科学视光学硕士，
美国太平洋大学访问学者，主要
从事眼视光临床、教学和研究工

作。擅长小儿斜弱视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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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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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丹 文 朱臻 摄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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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留学到底适不适合你
晚报邀你听专家公益讲座

微信报名限 50组家庭
时间：下周六 地点：常州报业传媒大厦

小高考之后，晚报教育初中
和高中群内咨询出国留学的家
长多起来。身边越来越多的孩子
选择出国留学，我的孩子出国留
学是否会适应？现在国内高中都
陆续开设起各类国际课程或培
训课程。到底哪类国际课程是更
适合自己，什么时段开始就读合
适，哪些课程的升学范围更广？
这些都是家长纠结的问题。

为此，本报为家长孩子们
开出国际教育知识专场讲座，
邀请国际教育专家与大家面对
面交流。本期特邀嘉宾，是省前

中国际高中课程总监张文磊。
张文磊老师是外籍资深教育专
家，武进区荣誉市民，专注国际
教育20年。他认为，目前不少
家长和学生对留学有误区，仅
仅用培训及强化的方式去“应
对”考试，在学科知识、学习方
式、思维方法、素养等方面没有
衔接，会存在很大的后患。很多
看似托福、SAT考试成绩很好
的学生，因最终无法适应国外
的学习，中途被退回来，多是这
一原因导致。

李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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