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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话

◎本报记者 陈 曦

对老年人来说，死亡、孤

独、虚无和有限性这四个生

存困境，近在咫尺，他们的体

验比年轻人更真切也更强

烈。沉迷网络，正是老年人

克服存在困境的方式。

小儿“科”

两个月的暑假，老人成为带娃主力军。随着各地陆续开学，老

人们开始扎堆来到医院，治疗腰腿疼。

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疼痛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哈尔

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脊柱外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安刚

介绍，腰腿痛是指以腰痛、腿痛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组疾病，包括

腰、背、腿等一个或多个部位的酸软、麻木或疼痛，该病具有病因复

杂、治疗周期长、易复发等特点。

长期慢性的腰腿痛，不仅影响活动能力及生活质量，还会造成

心理性疾病。安刚介绍，在腰背痛病患者中，出现睡眠障碍的比例

为 43.04%，出现紧张焦虑情绪的占 39.0%。有患者会因疼痛而脾

气变坏，甚至变得暴躁易怒。追本溯源，幕后黑手可能是腰椎间盘

突出、腰椎管狭窄。

那么，老年人该如何缓解腰腿痛？安刚建议，如果患者仅表现

为腰部的轻微疼痛和不适，可通过短期卧床休息、佩戴腰围、口服

药物及按摩理疗等方法进行治疗，通常一两周就能缓解；若出现腿

部持续放射性疼痛，或者走一小段路就倍感疼痛、麻木、沉重、无力

等，那就该考虑是否椎管内神经受压严重，需要持续卧床半个月以

上，并戴腰围，口服止痛、消肿等药物，佐以牵引、针灸、按摩等疗

法。

“切忌暴力按摩推拿，避免病情加重。需要说明的是，按摩、推

拿等传统手段，仅能缓解局部组织症状，减轻神经根周围的粘连、

肿胀及无菌性炎症反应，绝不会将已经退变膨出的间盘组织给按

回去。”安刚说。

如若老年人腰腿部疼痛越发剧烈，或者经过一两个月的保守

治疗仍没有起色，表明椎管内的神经已“无处容身”了，必须通过手

术将其“解救”出来。不过，很多老年人畏惧手术，他们觉得“腰椎

里面的神经密密麻麻、盘根错节，弄不好就会造成短路”，这让一些

患者贻误了最佳手术时机。

安刚解释，随着脊柱外科手术技术的发展，如今腰椎手术早已

变成了常规术式，在安全性及术后效果上都有很大保障，大家不必

过于担心。

安刚表示，尤其是目前最先进的脊柱内镜微创手术，可以在不

到 1厘米的创口下，通过脊柱内镜这一“火眼金睛”，清晰地分辨神

经根，给腰椎管扩大减压，将“膨胀”的间盘组织彻底摘除，进而解

除神经压迫，术后当天患者就能下地活动。“这项脊柱内镜技术创

伤小、恢复快、局麻下操作，特别适用于身体状态差的老年患者。”

他说。

此外，更为关键的是，老年患者要在生活中特别注意养护腰

腿部。安刚指出，弯腰负重、劳累、久坐、久站等，是造成腰腿痛

的主要原因。“因此，老年人平时应注意自我保护，避免重体力劳

动及弯腰抬重物，避免剧烈的扭腰动作和久坐、久站等不良姿

势；加强适度的功能锻炼，例如太极拳、游泳以及小燕飞等动作，

用强有力的腰背肌来维持腰椎的稳定性，使腰椎保持良好的平

衡稳定。”安刚说。

上了年纪腰腿痛

切忌暴力按摩小心加重病情

近日，厦门两位市民因高烧不退来到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求诊。经全面检查后医生发现，两位患者身上都有一个黑色的“焦

痂”。原来，造成伤害的“元凶”竟是野外的恙虫。

据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性疾病科陈潇潇医生介绍，上

述两位患者反复发热，并伴随腹痛腹泻，身上出现红色斑疹。其中

一位患者在自行口服退烧药及抗生素药物后依旧无法退热。在仔

细了解流行病学史并进行全身检查后陈潇潇发现，两位患者身上

都有一个奇怪的黑色“焦痂”。

原来，患者在发病前曾有过诸如爬山或在草地上坐卧的经历，

而恙虫恰恰喜欢潜伏在草丛中或树叶上。一旦有机会，恙虫就会

通过裤脚或领口爬入，在皮肤处叮咬，从而使人患上恙虫病。

得了恙虫病会有哪些症状？陈潇潇医生表示，恙虫病潜伏期

一般为 10 天至 14 天，主要特征有发热、焦痂或溃疡、淋巴结肿大、

皮疹等。此外，部分患者会出现颜面潮红、结膜充血、肝脾肿大以

及神经系统、循环系统、呼吸系统的症状。若救治不及时,可导致

多脏器功能衰竭，甚至死亡。其中，特征性的焦痂能为医生诊断提

供最重要依据。

医生提示，进入秋季后，户外野营、游玩等情况增多，遭遇恙虫

攻击的风险也随之增大。在户外活动后如出现不明原因发热，请

仔细检查身上有无虫子叮咬后的焦痂，并尽快到医院就诊。

（据新华社）

秋季户外活动多

专家提醒需警惕恙虫病

◎颜之宏 陈祎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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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 60 岁及以上群体

的网络普及率为 38.6%，其中，有超过 10 万老人日

均在线时间超过 10 个小时。以前，我们更多关注

的是青少年沉迷网络，现在我们发现老年人沉迷

网络也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那么，从心

理学角度分析，这些老年人为什么会如此沉迷网

络呢？

缓解四大存在困境带来的焦虑

斯坦福大学精神病学终身荣誉教授、存在主

义心理学家欧文·亚隆提出，每一个人都要面临四

大存在困境：死亡、孤独、虚无和有限性。这四大

困境伴随着每个人的一生，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

方式来应对存在困境。

对年轻人来说，死亡还很遥远，人生还有很多

有趣好玩的事。而对老年人来说，死亡、孤独、虚

无和有限性这四大存在困境，近在咫尺，他们的体

验比年轻人更真切也更强烈。沉迷网络，正是老

年人克服存在困境的方式。

首先，上网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死亡焦虑。

每个老年人都要面临死亡焦虑的问题。有些老人

通过带孙子孙女感受生命延续的喜悦来缓解焦

虑，有些老人通过继续工作发光发热来缓解焦虑，

而有些老人则通过上网缓解焦虑。为什么上网能

缓解死亡焦虑呢？一个是看短视频、阅读网络小

说等转移了注意力；另一个是通过了解这个世界

正在发生的各种新奇事件，感受生命新鲜多彩的

气息，进而缓解焦虑。

其次，上网可缓解内心孤独。美国著名心理

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指出，爱和归属

的需要是人的重要心理需要。大量心理学研究也

表明，每个人都害怕孤独和寂寞，希望自己归属于

某个群体，获得爱、联结和安全感。老年人退休

后，社交圈子变窄，儿女不在身边，若再没有自己

的兴趣圈子，或遭遇一些生活变故，孤独感就会非

常强烈。这时，网络提供了虚拟的社交空间，老年

人可以通过短视频、直播、社交 App等获得与人联

结的归属感，让老年人得以逃离孤独。

再次，上网可排解虚无感。老年人退休后，有

大量的空闲时间，如果没有安排好退休生活，很容

易无所事事。无所事事带来的虚无体验，是难以

忍受的。网络上的新奇刺激，能给老人带来新的

认知，让他们感到有事可做、有事可想。上网既打

发了时间，又拓宽了视野，让老年人不再无聊。

最后，上网可缓解有限性带来的存在焦虑。

发展心理学研究指出，衰老给老年人带来的最直

观体验是，身体各方面机能都在下降。老年人普

遍有一种“老了不中用”的无能感，同时有了感到

自己不被他人和社会需要的低价值感。他们还担

心跟不上时代被时代抛弃、被身边人嫌弃。网络

世界向老年人打开了了解世界的大门。只需一个

手机，他们就能紧跟时代脚步、知晓天下事，看到

有用的文章还可以分享给亲朋好友。这些网络体

验，极大地拓展了老年人的认知边界，让他们感觉

自己是有进步的、有价值的。

做好退休安排减少网络依赖

老 年 人 沉 迷 网 络 和 年 轻 人 沉 迷 网 络 有 所

不同。

第一，老年人的时间非常充裕，他们的存在困

境体验更强烈和持久，一旦沉迷网络，很难抽离；

第二，老年人身体机能下降，一旦网络成瘾，对视

力、骨骼、肌肉造成的伤害相比年轻人会更大；第

三，老年人接触网络的时间比较短，无法有效辨别

网上的虚假信息，无意之中成了信谣、传谣的主要

人群。

老年人沉迷网络的危害非常多。首先是影响

身心健康。据了解，长期看手机容易带来眼部疾

病、引发神经衰弱、高血压、脑出血等疾病，严重的

甚至可能诱发猝死。长期沉迷网络，脱离现实生

活，还会让老人出现生活适应困难、社交功能下

降、冷漠疏离抑郁等心理问题。其次是容易上当

受骗。老年人有一定的积蓄和退休金，防范意识

不强，很容易被骗子盯上。据一份由腾讯和人民

网联合发布的《中老年人上网状况及风险网络调

查报告》显示，我国中老年人在网络上遭遇的网络

传销以及理财欺诈比例高达 28.3%和 23.8%。

那么，我们该如何引导老年人合理使用互联

网？笔者认为，其一，应引导老年人做好退休生活

安排。鼓励老年人培养多种兴趣爱好，多与他人

社交，让老年人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乐趣，减少对互

联网的依赖。其二，应引导老年人每天规律作息，

设置固定上网的时间和时长。其三，应教老年人

学会识别有害信息，学会如何防范网络诈骗。其

四，心理学研究表明，宠物疗法可以帮助老年人舒

缓情绪压力。如有条件，可鼓励老年人饲养宠物，

有效替代对互联网的情感依赖。

（作者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超 10万“银发族”沉迷网络

每个“网瘾”老人心里都住着焦虑与寂寞

勾建山勾建山//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假期结束，新学期开始，班里可能又多了好几

个“小眼镜”。天津市眼科医院视光中心主任李丽

华表示，放假时，不少孩子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

加上户外锻炼时间不足、缺乏规律作息、读写姿势

不正确、营养不均衡等，导致视力亮起红灯。一个

假期过去，有的孩子近视度数甚至能增加 200 到

300度。

家长们也开始琢磨，什么方法能治愈近视？

要不试试朋友圈里的“偏方”：看移动物体、按摩

穴位、吃治疗近视的药……对此，李丽华提醒：“截

至目前，对于真性近视，只能矫正无法治愈，而且也

不可能通过任何一种治疗手段，使近视度数有所下

降，只能通过科学方法延缓近视的发展速度。”

“孩子从来不看电子产品，怎么会近视呢”“我

们夫妻视力都特别好，孩子怎么这么小就近视了

呢”……很多家长在得知孩子近视后，都会对造成

孩子近视的原因充满疑惑。

“要想了解导致近视的原因，就得先知道什么

是近视。”李丽华介绍，人在刚出生时眼轴长度较

短，随着年龄的增长眼轴也会慢慢增长，如果在这

个过程中，眼轴长度超过了标准，那么 5 米外的物

体在眼内所成的像就会落在视网膜前面，导致看

到的事物是模糊的，这就形成了近视。

“至于近视的成因，目前为止尚无定论，但科

学家们普遍认为近视的发生、发展由先天和后天

因素共同决定。”李丽华表示。

先天因素包括遗传、种族和出生季节，其中最

主要的就是遗传因素。对遗传因素的研究发现，

如果父母均为高度近视（一般指 600度以上近视），

则其子女近视的发生率在 40%左右；如果父母一

方为高度近视，则子女近视的发生率为 20%。

“虽然遗传因素很重要，但在门诊，我们发现3至

6岁的近视儿童中，因遗传因素导致近视的只占10%

左右。目前来看，后天因素对近视发生的影响已远

超遗传，而后天因素主要包括视近多、户外活动少。”

李丽华指出，但如今很多青少年的生活习惯恰恰是

视近多，即过多接触电子产品，而户外活动偏少。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视近不仅包括看电子产

品，长时间在狭小空间内画画、玩玩具、做手工也

算。这样长期用眼距离过近、用眼时间过长，就会

使眼轴变长，形成近视性屈光不正。”李丽华提醒。

后天因素是造成近视的主因

“俗话说，三岁看到大、七岁看老，这话在儿童

近视问题上也同样适用。”李丽华介绍，如同身高

从矮到高的发展一样，眼轴也经历从短到长的发

展过程。

在儿童时期，人眼的屈光状态变化非常迅

速。一般认为初生儿大多为远视眼，其平均眼轴

长度为 16.8毫米。7岁左右，眼轴长度会达到成人

水平。同时，从出生到 7岁也是人眼球发育最为迅

速的时期，原先的远视眼逐渐向近视方向发展。8

岁以后，儿童的视觉发育基本完成，但是眼球随着

生长发育会继续向近视方向发展但速度减慢，在

这一时期大多数儿童为正视眼。18岁进入成人期

后，人眼屈光状态才会稳定。

“我们把这种生理性远视的度数称为远视储

备，由于在生长发育过程中会不断消耗远视储备，

所以通过儿童期的远视储备可以预测成年后近视

远视储备情况能预测近视可能性

的可能性。”李丽华介绍，对于 4 到 5 岁的儿童来

说，有 200 到 225 度的远视储备，长大后近视的可

能性比较小。而 6 到 8 岁远视储备不足 50 度的孩

子，2年后 85%都会出现近视。从 3岁开始，建议家

长每半年带孩子检查一次眼轴长度、角膜曲率等，

密切关注孩子是否存在近视倾向。

“近视是不可以逆转的，但可以通过人为干预，

使眼轴变长的速度减慢，从而延缓近视的发生。”李

丽华说，越早进行干预，预防近视的效果越好。

“我们支持学龄前儿童，多进行户外运动，‘目’

浴阳光。”李丽华解释，最新研究表明，每天保证 2

个小时的户外运动，不仅可以增加儿童肌肉弹性，

有助于调节眼部肌肉。同时光线通过瞳孔到达视

网膜，刺激眼睛分泌多巴胺，这种神经递质可以减

缓儿童的眼轴变长速度。此外，学龄前儿童用眼

要遵循“2010”法则——连续近距离用眼 15 到 20

分钟至少休息 10分钟。

“对于已经上学的孩子，避免不了日常的读书

写字以及使用电子产品，那么就需要养成良好的

用眼习惯。”李丽华建议，父母要做好改善家庭视

觉环境的工作。重视采光的标准，窗户透光面积

与房间面积之比不低于 1∶6；照明光源要保证一定

的强度，而且没有频闪；不要长时间近距离用眼，

遵循“20—20—20”原则，即持续用眼 20分钟后，望

远 20 英尺（6 米）外的景物持续休息 20 秒；看电子

产品时，遵循“宁大勿小，宁远勿近”的原则。

得知孩子近视后，家长都很焦虑，不少人开始

有病乱投医。“看移动物体”“吃改善视力的药”“按

摩、贴耳穴”“佩戴比实际度数低的眼镜”……网络

上治疗近视的方法层出不穷，很多方法还声称可

以“治好”近视。

长期以来，各国眼科学者进行了大量有关近

视眼矫正的探索，但对于一些方法的有效性及可

行性，一直存在有很大争议，国内外专家比较公认

的延缓近视的方法是光学矫正——佩戴屈光矫正

眼镜，特别是对于成长发育中的青少年来说，佩戴

屈光矫正眼镜是比较好的矫正方法。

李丽华明确表示，截至目前，真性近视只能进

行矫正，无法进行治疗，而且也不可能通过任何一

种治疗手段，使近视度数有所下降。

“目前 OK镜，也就是角膜塑形镜的矫正效果，

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它是一种硬性透气性角

膜接触镜，通过其独特的反几何设计，镜片中央区

较个体角膜中央区平坦，通过夜间佩戴可以改变角

膜中央前表面的弧度，形成离焦环，从而达到暂时

提升裸眼视力的作用。”李丽华介绍，角膜塑形镜在

延缓近视过快发展方面有它的作用，目前看优于框

架眼镜。

对于很多家长内心排斥又抗拒的眼镜，李丽

华表示，如果发现儿童有屈光参差并伴有弱视，

一定要及早配镜；若儿童伴有调节性内斜视，也

应尽早戴镜来改善儿童的眼位问题，帮助其双眼

视功能的发育。“戴镜也要‘对症用镜’，如果戴了

不合适的眼镜，会使视功能调节处于不稳定状

态，容易给睫状肌带来多余的负担，加速近视的

发展。”她说。

“看移动物体只能缓解眼部疲劳，与缩短眼轴

长度没有任何关系，对于矫正近视没有任何作

用。”李丽华解释。

“所谓能改善近视眼的药物更是无稽之谈，人

体有血眼屏障，口服药物通过消化道进入血液再

进入眼部的药量微乎其微，目前治疗眼部的药物

几乎都是外用的。”李丽华表示，市面上大部分这

类药物的成分都是从蓝莓、胡萝卜里提取的，平时

注意饮食均衡，多吃深颜色的蔬菜水果，可达到同

样的效果。

“很多人觉得通过按摩、贴耳穴的方法，可以

改善视力，但其实近视的情况不会有任何改变。”

李丽华解释。

“按摩、贴耳穴能使眼部血液循环更加畅通，

短期内视力有可能会提高，但当按摩效果消失后，

近视依然存在。”李丽华表示。

OK镜可有效延缓近视过快发展

吃药、按摩、贴耳穴……网络治疗近视“偏方”频现

真性近视无法治愈，病急也别乱投医

编者按 孩子的事，牵动

着无数父母的心。为了娃能

健 康 成 长 ，家 长 们 左 手 理 论

右手实践，上网搜索、求教亲

友……然而，网上的信息真假

难辨，亲友口中的“经验谈”因

人而异，更有商家为赚黑心钱

不择手段……为了扫清家长

育儿路上的障碍，今日起本报

推出“小儿‘科’”栏目，以科学

的态度剖析儿童热点问题，为

孩子的成长撑起“保护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