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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超人”再发警告：

低浓度阿托品眼药水不可滥用
■本报记者 严静雯
最近，不少学生家长的朋友圈被一支
叫阿托品的
“网红”滴眼液刷屏——坊间传
言，低浓度的阿托品能预防和延缓近视的
发生发展。因为目前国内还没有上市阿托
品，不少家长便从海外购买，甚至亲自上
阵，按照网上流传的配方，买来高浓度阿托
品自行配制。
我国是“近视大国”，2017 年的统计数
据 显 示 ，全 国 14 亿 人 口 的 近 视 率 接 近
50%。如何有效控制孩子眼镜度数的增
加，成了家长们的心病。

低浓度阿托品真对近视有疗效吗？记
药”，请放过中国老人》刷屏朋友圈，
该文的
者就此采访了上海市东方医院眼科主任崔 “主角”就是崔红平。作为最早质疑莎普爱
红平，得到的回复很明确：
阿托品控制近视
思滴眼液的医生，他将这款“神药”拉下了
有一定作用，但“不太靠谱”。如果家长不
神坛。
遵医嘱私自用药，
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阿托品是副交感神经抑制剂，
使用阿
崔红平，号称“眼科超人”。他曾主刀
托品后，
患者睫状肌彻底放松，
而睫状肌痉
完成 3 万余例白内障和青光眼手术，在老
挛是近视的原因之一。在眼科中该药常作
年性白内障、先天性白内障、外伤性白内
为辅助工具使用，以确保验光度数的准确
障、各类并发性白内障以及青光眼白内障
性。”崔红平指出，
“虽然使用低浓度阿托品
联合手术方面经验丰富，是国内早期开展
对控制近视有一些效果，但长期使用低浓
国际最先进的飞秒激光辅助白内障手术医
度阿托品，
是存在副作用的。”他强调，
长期
生之一。2017 年，一篇阅读量超过 600 万
使用阿托品控制近视，可能会产生以下副
的网络文章《一年卖出 7.5 亿的洗脑“神
作用：瞳孔散大、畏光、眼压变化，导致看

书、物体不清晰；影响泪液分泌，导致干眼
症；对身体其他部位，如心脏、胃肠道产生
副作用；
一部分人对阿托品过敏。
另外，对于网上流传的按摩穴位、做
“近视操”等所谓治疗近视的手法，崔红
平指出，视力与近视度数是不同的概念，
视力可以通过锻炼来提高，但是近视的
状态是不能改变的，要警惕某些无良商
家混淆概念。如果担心眼睛发生了近
视，应当前往正规医院眼科进行检查，及
早发现及早诊断，之后用合理的方法治
疗改善。目前来说，家长可以为孩子选
择 ok 镜 以 及 镜 片 可 以 矫 正 周 边 离 焦 的

周浦医院举办
义诊活动

眼镜。
“ok 镜 必 须 有 医 生 的 处 方 才 能 验
配，它的验配非常严格，不合适的镜片反
而有副作用。”崔红平说。
目前预防近视最经济有效的方法是阳
光下的户外活动。
“家长要保证孩子每天进
行两小时阳光下的户外活动。阳光有利于
多巴胺的合成，而据研究，多巴胺对预防、
控制近视有一定的效果。”崔红平说。
另外崔红平提醒，平时要注意不要过
度使用电子产品，并保持良好的读书写字
习惯，注意坐姿。学生每 40 至 45 分钟应休
息一会。因为“超时”的话，孩子的睫状肌
容易产生痉挛，
影响视力。

青少年红十字
救援
“大练兵”

近日，周浦医院在本院小花园内
举办了大型义诊活动。
当天，来自医院心内科、骨科、神
经内科、呼吸内科等 20 多个学科的
30 余位专家现场坐诊，为参与活动的
患者提供免费测量血压、血糖及合理
用药咨询。
据了解，此次义诊活动为 1000 余
人次市民提供了医疗服务。
图为儿科医生正为前来咨询的小
患者义诊。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严静雯
近日，
浦东新区教育局与新区红十字
会联合开展 2018 年浦东新区“世界急救
日”
主题活动。来自新区29所中学的红十
字青少年救护队在竞技场上一展风采。
赛场上，救援口令此起彼伏。高中
组的 15 支队伍，分 3 批进行成人心肺复
苏+AED 操作、气道异物梗塞、头顶部右
侧出血伤口无异物操作的比赛。初中组
则比拼单人心肺复苏+AED 操作、气道
异物梗塞及左腿膝盖擦伤出血伤口无异
物操作。活动中，来自幼托机构的教师
代表进行了红十字救护操作表演。
此外，
新区红十字会还向新区 400 余
所中小学校赠送了《学生生命安全读本》。
近年来，新区红十字会系统上下联
动，
建立了
“网络覆盖、知技合一”的应急
救护体系。据统计，新区红十字会共培
训红十字救护员 7 万余名，红十字应急
救护培训总人数累计超过 100 万人次。

周浦医院多学科合作精准救治

七旬老人两处致命肿瘤成功切除
绝一侧的动脉。因此，
“ 开窗”是关键一
步。在封闭的覆膜支架上“凿开”一个小
最近，76 岁的李老伯平平安安地出
洞，再“套上”一个“管子”，就像在主动脉
院回到家里。很少有人能想象到，5 个月
上开了一扇窗，以保证主动脉侧重要的
前的李老伯身形消瘦，重病缠身。原来， “支流”动脉顺畅连接。
李老伯身患胸主动脉瘤及直肠腺癌，
经浦
第九人民医院血管外科主任陆信武
东新区周浦医院多学科合作，
成功施行手
教授有个独门
“绝活”——
“激光原位开窗
术，才得以转危为安。
技术”。原位开窗技术不仅更加符合人体
生理解剖，且并发症发生率明显减少。而
用激光
“原位开窗”，相比用针或者导丝的
身患两处凶险肿瘤
尖端穿刺、射频探测，
更为精准可控。
幸运的是，
周浦医院是上海市第九人
今年 5 月，李老伯来到周浦医院消化
民医院集团血管外科医疗联盟体成员。
科，自述已便血一个月，
经查，
老人患有直
依托第九人民医院的血管外科资源，
患者
肠腺癌，必须尽快手术。正当医生询问病
在周浦医院便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诊疗
史时，老人又透露了一个“秘密”：自己一
技术。术前，第九人民医院的专家多次到
个月前还曾查出胸主动脉瘤，
因为当时自
周浦医院协助判断李老伯的病情、参与制
我感觉良好，
并没有接受相关治疗。
定治疗方案。手术当日，
陆信武亲自赶赴
“直肠癌、胸主动脉瘤太危险了，要尽
周浦医院进行指导。
快治疗。尤其是胸主动脉瘤，一旦破裂，
治疗团队首先对李老伯进行胸主动
他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周浦医院血管外
脉 CTA（血管造影）检查，通过三维成像
科主治医生何治军说。
技术获取各项数据，
之后为其
“私人订制”
面对复杂的病情，周浦医院多学科合
支架。6 月 6 日，治疗团队对李老伯施行
作，外科、消化、麻醉、护理等科室多次共
“全麻下胸主动脉瘤腔内隔绝+左颈动脉
同讨论，最终为李老伯制定了个性化治疗
激光开窗支架置入+左锁骨下动脉激光
方案：先治疗主动脉瘤，再治疗直肠癌。
开窗支架置入术”。治疗团队通过置入胸
“也就是说，治疗分两步进行——先微创
主动脉覆膜支架，
降低胸主动脉瘤破裂的
处理主动脉病变后再行肿瘤根治术。”胃
风险。随后，又在左颈动脉及左锁骨下动
肠外科主任韩江表示。
脉
“开窗”，恢复血流运输。
手术非常成功，仅仅一个月不到，李
血管上巧妙
“开窗”
老伯又接受了全麻下腹腔镜直肠癌根治
术，通过微创腹腔镜手术，
既切除了肿瘤，
主动脉瘤是致死率非常高的疾病，十
又保住了肛门。
分凶险，传统的开胸手术不仅创伤大，而
且危险度极高。如今，微创介入手术为患
关注主动脉瘤风险
者提供了更为安全有效的方式。
李老伯的主动脉瘤长在主动脉弓
胸主动脉瘤，也称主动脉夹层，是一
处，微创介入治疗时，医生在瘤体处用支
种非常凶险的致死性疾病，
死亡率已经超
架隔绝，因为瘤体的位置原因，支架会隔

科室介绍

■本报记者 严静雯

普外科主任韩江（左一）开展双镜联合（内镜和腹腔镜）手术。
过心肌梗死。据了解，A 型的主动脉夹层
发病 48 小时内死亡率高达 50%，如果一
周内不治疗，死亡率高达 70%。对于主动
脉夹层患者来说，时间就是生命，明确诊
断后要尽快手术治疗。
主动脉夹层为何如此凶险？正常的
人体动脉血管由内膜、中膜和外膜组成，
三层结构紧密贴合，共同承载血流通过。
在高血压的长期冲击下，
血管内膜局部撕
裂，
受到强力的血液冲击，
内膜逐步剥离、
扩展，
在动脉内形成真、假两腔，
从而导致
患者突发撕裂样疼痛。主动脉是身体的

□周浦医院 供图

主干血管，承受来自心脏跳动的压力，血
流量巨大，如果出现内膜层撕裂，血管破
裂的机会非常大，
死亡率也非常高。
据了解，
主动脉夹层等危急重症主要
还是由高血压引起，
并且呈现年轻化的趋
势。因此，
普通人群应做到
“管住嘴、迈开
腿”——首先要改变饮食结构，减少高脂
肪、高蛋白、牛奶、咖啡的摄入量；其次应
改变久坐、长期开车的习惯，多运动。对
于 45 岁以上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
危人群，可以通过定期做 B 超、CT 等检查
发现是否存在动脉狭窄等问题。

周浦医院普外科现有医师 18 名，开
设床位 45 张，下设胃肠外科和肝胆外
科。其中，胃肠外科包含胃肠、肛肠、甲
状腺、
血管、
疝与腹壁缺损等专业。
随着新院的搬迁和健康医学院附属
医院的建成，
近年来，
普外科团队依托沪
上优质医疗资源，率先在浦东新区的二
甲医院中独立开展胃癌、结直肠癌腹腔
镜下根治手术，
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腹
腔镜下低位直肠癌保肛手术，为罹患低
位直肠癌患者既切除了肿瘤又保全了肛
门，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结、直肠癌
肝转移同期手术，将肠道癌肿和肝脏转
移肿瘤同时切除，技术先进；胃肠外科
“无痛病房”
将普外科最新的集成创新成
果——加速康复外科（ERAS）技术运用
到临床实践中，让患者手术后疼痛更轻
更少，
恢复更快更好。
此外，科室还开展甲状腺癌中央区
淋巴结清扫、颈部改良根治淋巴清扫等
重大手术、大隐静脉曲张激光灼闭术等
微创手术、深静脉血栓下腔静脉滤器置
放及血管溶栓技术、下肢动脉硬化血管
闭塞支架置入等血管腔内介入治疗、腹
股沟疝和腹壁缺损的无张力修补手术、
腹 腔 镜 腹 股 沟 疝 修 补 术（TAPP、TEP）
等。
韩江，
普外科主任兼胃肠外科主任、
主任医师。
专家门诊时间：
周一上午、周三下午
胃肠专科门诊：
周一至周五上午
痔、甲状腺专病门诊：周一、周三下
午
血管、
疝专病门诊：
周二、周四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