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沉沉迷迷网网络络后后，，我我儿儿子子性性情情大大变变””
专家：网络成瘾或有精神疾病，宜科学引导及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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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迷网络游戏
孩子脾气变暴躁

晓强今年16岁，高一刚念
完。接触网络游戏之前，他在
班上的成绩属于中上等。可自
从一年前，他跟着同学一起在
网吧接触了一款网络游戏后，
就开始沉迷其中，每天至少都
要玩上5个小时。有时候甚至
一打开家里的电脑，就要玩到
凌晨两三点，直到自己头昏脑
胀，非常难受才依依不舍的关
上电脑去睡觉。

慢慢的，父母发现晓强的
性格似乎也改变了，除了上
网，对其余任何事情都不感兴
趣了。上课注意力无法集中，
成绩明显下降，由班上的前几
名下降至班级倒数。原指望着
放假在家，鲍女士能看着他，
没想到，在家里晓强反而变本
加厉，甚至面对父母的劝阻，
他竟然恶语相向，发展到要动
手的地步。

日前，父母带着晓强来到
济南远大脑康医院戒瘾科就
诊。郭树杰了解病情后说，因
为患者的人格已经发生了改

变，治疗起来比较困难，如果
能够在早期干预，可能不会造
成这么严重的后果。

暑期网瘾高发
家长宜科学引导

每年的暑假，都是“网络
成瘾”的高发期。济南远大脑
康医院戒瘾科主任郭树杰介
绍，连日来，前来医院咨询的
网瘾患者家长日渐增多，直接
带孩子前来治疗问诊的也大
幅增加。其中，十五六岁的孩
子来戒网瘾的占了大多数，最
小的孩子仅有10岁。

郭树杰说，对于已经上网
成瘾的孩子，作为家长不能一
味靠说服教育或打骂去解决
问题，而是需要科学对待，或
是在专家的指导下进行科学
的引导，注意与孩子的沟通技

巧，多多培养新的兴趣爱好，
以帮助孩子能顺利从网瘾的
泥沼中爬出来。

郭树杰提醒，一旦您的孩
子出现了下面三种情况，应立
即到正规医院专科门诊进行
就诊：一、上网成为了生活和
学习的重心，愿意为了上网旷
课；二、上网的时间和频率无
法控制，时间越来越长，越来
越频繁；三、已形成心瘾，不上
网心里就不舒服，坐立不安，
浑身不自在。

规范治疗网瘾
九成以上可治愈

郭树杰指出，一些游戏成
瘾患者存在抑郁、焦虑等情绪
问题，需要在专业医疗机构进
行系统的精神与心理治疗，对
其进行正向引导，同时配合药

物治疗。一般而言，这些精神
心理疾病得到改善后，青少年
过度依赖网络的问题也会得
到明显改善。在远大戒瘾科进
行网瘾戒断治疗后，90%以上
没有再次成瘾，剩下的也都认
识到了网络成瘾的危害，成瘾
性逐渐降低或淡化，孩子出院
后，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和
父母讲话，也知道低声细语，
明礼感恩了。

济南远大脑康医院戒瘾
科，是济南心理卫生协会临床
合作单位，通过对症治疗，辅
以耐心磨练、信心激励，感恩
感化教育，以及系统化的训
练、人性化的管理，再结合科
学的、合理的、实用的心理及
行为矫正，确保网瘾青少年戒
网瘾、断心瘾、不复发。

网瘾青少年关爱热线：400
-1898-120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倩

“我从小就喜欢骑行，所
以退休后我开始将梦想付诸
行动。”今年66岁的白云杰是
一位骑行爱好者，自退休后他
先在省内进行短途骑行，专心
练习骑行近一年后开始了西
藏之旅。

白云杰的骑行服和安全
帽都是他特意选购的，“红色
让人看起来热情有活力，而且
显得年轻帅气。”白云杰穿着
这身骑行服，一路到达康定地
区的泸定桥、金沙江、川藏分
界线，最后到达拉萨。

折多山是川藏线上第一
个需要翻越的高山垭口，因此
有“康巴第一关”之称，“这是
川藏线上第一座要翻越的海
拔4千米以上的雪山，对很多
进藏的人来说都是一个严峻
的挑战。”白云杰再次翻看照
片，仿佛又看到了在川藏线上
骑行的自己。

白云杰沿着318国道一路
西行，先后穿过了雅安、鲁朗、
林芝和米拉山口……“这一路
要翻越14座山峰，一边骑行一
边欣赏沿途风光，是一件很美
的事情。”每经过具有特殊意义

的318国道里程碑时，白云杰都
会拍照留影，作为纪念。

“当我以61岁的骑行者身
份站在布达拉宫面前时，内心
是无比自豪的，这是我年轻时
的梦想，竟然在退休后实现。”
白云杰看着自己在布达拉宫
前的照片，不由感叹，“人生没
有什么不可能，只要你去努
力！”

“锦绣年华·追梦70年”
年代秀评选活动启动

在之前的“年代秀”活动
中，著名特型演员谷伟、山东
省曲艺家协会原主席孙立生
都参与到活动中。十位获奖的
年代老人中，有年过六旬，仍
然在舞台上舞姿蹁跹的舞蹈
家；有带领艺术团的模特队队
长，有四处慰问演出的“兵妈
妈”，有到偏远小学做公益的
志愿者……每位老人用不同
的年代照片，讲述着自己和时
代的故事。

即日起，本报继续征集
“年代秀”照片和故事，部分照
片和故事将陆续在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和e养山东微信公众
号公开展示 ,参与活动的照片
和故事将在8月2日发起四天的

集赞和投票 ,根据票数和集赞
数选出十位“年代老人”。

获得“年代老人”称号的
读者 ,不仅可以收获丰厚的奖
品，我们还将为其拍摄专属视
频,讲述属于他们的年代故事,
并由专业造型师为其量身定
做不同年代的造型设计 ,进行
公开展示。并于8月底举办颁
奖典礼，展示“年代老人”的风
采。

如果您也想像他们一样
讲述属于自己的年代故事，欢
迎向齐鲁晚报发送您的年代
照片。您有照片我有奖,快将您
的“老照片“和故事分享给我
们吧,参与活动的老人可在“齐
鲁健康大讲堂”公众号后台留
言 ,或直接发送至 q l w b l l x @
163 .com,请注明姓名和联系方
式 ,每位参与的老人都将获得
精美礼品一份。

活动咨询电话：0 5 3 1 -
85196052 88767799

六六旬旬老老人人一一路路骑骑行行西西藏藏
退休后实现了“年轻时的梦想”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联合中海地产旗下养老品
牌-济南中海锦年福居康养中心，共同启动“锦绣年华·追梦70年”年代秀老照
片展示暨年代老人评选活动，向大家征集从1949年到2019年的老照片和您的老故
事,用您的“年代秀”讲述时代的变化。

今年暑假，42岁的鲍女士心都要碎了。鲍女士
的儿子晓强(化名)迷上网络游戏，假期里天天“趴”
在网上，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躁，经常因为上网与
父母吵架，严重的时候要对父亲大打出手。“网络
把我儿子性格都改变了……”

齐鲁
健康
大讲
堂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如意 实习生 任静
通讯员 汪心海

一位是12岁就失明的小
伙，一位是度过33年半明半
暗日子的老太，7月15日，两
位重度角膜盲患者于同一天
在山东省眼科医院成功进行
了领扣型人工角膜临床试验
手术，术后第二天视力就开
始有了显著的提高，目前两
人视力还在恢复阶段。

22日上午，山东省眼科
医院举办领扣型人工角膜新
闻发布会，记者了解到，经过
9年试验，根据患者特点，我
国自主研发进行改良出领扣
型人工角膜，它的出现意味
着，患上重度角膜盲这种在
国内近乎于“绝症”的患者将
迎来重现曙光的希望。

“人工角膜的移植并非适
用于每位角膜盲患者，也不是
首选的治疗方式。”山东省眼
科医院院长史伟云作为本次
手术的主刀医生表示，对于遭
受严重角膜化学伤、热烧伤后
角膜完全被破坏，以及产生大
量新生血管的重度角膜盲患
者，他们被称为角膜移植高危
排斥病例，这类患者进行穿透
性角膜移植，术后2年植片的
存活率仅有20%。这类患者有
很大的复明潜力，对于这部分
患者来说，植入人工角膜是它
们唯一的出路。

我国目前有角膜盲患者
400万人，并且每年以10万人
的速度在递增。目前使角膜
盲患者恢复视力的主要办法
是角膜移植，但我国每年人
体角膜器官捐献移植数量远
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因此，
研发替代人体角膜的人工角
膜成为国际医学界热门的课
题。“98%的角膜盲患者居住
在发展中国家，但大部分的
角膜移植手术却是在发达国
家进行。”

目前全球范围内，用于临
床上的人工角膜主要有四种类
型：骨齿型人工角膜、AlphaCor
人工角膜、MICOF型人工角膜
和波士顿型人工角膜。人工角
膜是解决角膜盲绝症的唯一方
法，但我国目前仍未有一款完
全用人工合成的材料制造而成
的人工角膜上市。

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医院(301医院)、中山大学中
山眼科中心和山东省眼科医
院的眼科专家经过9年试验，
并根据患者特点，自主研发
成功改良出领扣型人工角
膜。本次临床试验后，全国包
括山东省眼科医院、中国人
民解放军总医院等在内的六
家中心还将陆续进行临床试
验。史伟云表示，他打算在一
年内完成临床研究55例，在
取得预期试验成果基础上，
领扣型人工角膜有望于2020
年上市供应。

我国自主研发首例领扣型人工角膜临床试验手术成功

重重度度角角膜膜盲盲
不不再再是是““绝绝症症””

22日，在山东省眼科医院，史伟云院长给患者交代术后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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