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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宜 爽

□ 本报记者  赵 丽

□ 本报实习生 谭兰惠

  “如果没有眼镜，近视眼的世界就像打了

马赛克；忘了戴眼镜，可能会被人误以为高冷；

戴上眼镜，也有各种麻烦事，比如吃火锅时镜

片上全是雾……”北京市民刘小丽深切体会到

近视之痛，也正因为如此，女儿小芳的视力问

题被她视为“头等大事”。

  5年前，9岁的小芳被查出近视100度，刘小

丽带着她尝试了各种近视治疗方法：中医按

摩、护眼贴、3D训练……如今5年过去了，小芳

的近视度数不仅没有降下来，反而日渐高涨，

达到了375度。

  和刘小丽有相似经历与担忧的家长不在

少数。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儿童

青少年总体近视率达52.7%，小学阶段35.6%，高

中阶段80.5%。

  一些商家抓住家长的焦虑心理，推出各种

各样的治疗近视产品和疗法，而一些使用过的

家长直言被“坑”了。

  儿童近视康复治疗市场究竟存在哪些乱

象？《法治日报》记者近期展开了调查。

治疗近视偏方盛行

价格昂贵收效甚微

  “麻烦让一让，叫我了！”挤过人群，刘小丽

带着小芳冲进医院的眼科科室。这是前不久的

一个普通周末，刘小丽好不容易提前抢到号，

带着孩子来治疗视力。眼科科室外挤满了家长

和孩子。

  小芳9岁那年，在学校的一次常规体检中

查出近视，不到100度。刘小丽立刻带着小芳去

了医院，医生要求保证户外时间，可刘小丽夫

妇因工作繁忙没有好好遵医嘱，结果小芳的近

视度数不断上涨。再去看医生时，医生诊断：小

芳的近视发展较快，可能是遗传了父母的近

视，还与电子设备影响和运动缺失有关——— 刘

小丽和丈夫都有近500度的近视。

  为了给小芳治疗近视，刘小丽近年来尝试

了不少偏方：中医按摩、护眼贴、3D训练……

有些套餐产品每个疗程高达数万元，但使用后

收效甚微。

  来自河北的小时妈妈告诉记者，9岁的小

时近视度数达475度。“平时我们疏忽了视力检

查，直到孩子看不清黑板了，一查已经200多度

了。后来限制他使用电子产品的频率，也吃了

不少叶黄素之类的营养品，但是度数依旧上

涨。”后来，经朋友介绍，她带孩子去了一家号

称可以治疗近视的康复机构。

  “第一次去的时候，孩子连视力表的第

一行大字都看不清楚。”小时妈妈回忆，刚开

始效果挺好，能看清视力表第三行了，于是

买了套餐坚持做下来，没想到后面不仅没进

一步的效果，还反弹了，依旧看不清视力表

的第一行。

  来自湖北的豆豆妈妈也带孩子体验过所

谓的按摩治疗。“我们也知道很可能没用，但抱

着宁愿试错100次也不愿放过1次机会的心态，

没想到做完几次后，孩子的度数反而上升了。”

后来，豆豆妈妈带着孩子去医院配了角膜塑形

镜，但也只能起到暂时矫正的作用。

  近年来，儿童的近视率越来越高，家长们

心急如焚。一些商家趁机以治疗近视为由，推

出了各种各样的产品和疗法，打出了“孩子的

近视一贴就好”

“用了这款近视矫

正仪，孩子视力提升

了”“不用做手术迅速

摘掉眼镜”等广告。

  北京市民马天影就因为听信了某视力恢

复中心“不做手术一个月摘掉眼镜、百分百恢

复视力”的宣传，带着孩子踏上了治疗近视

之路。

  马天影告诉记者，该中心宣传，其使用的

治疗仪器是降度镜，已经有上百例成功案例，

原理是普通眼镜只会越戴度数越高，而降度镜

会越戴度数越低。他花了大价钱买了降度镜，

孩子戴了不仅没效果，视力反而有下降趋势，

吓得他赶紧停用了。

  后来，马天影向该中心咨询工作人员是否

具有医师资质，对方没有明确回复，只回答：

“用的是物理疗法，不手术”。

  “不手术就不需要医师资格，这样的思维

在视力恢复治疗机构并不少见。我去过好多家

类似的治疗机构，都没有得到答案。”马天影

说，“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咨询过的几家治

疗机构都关门了。”

运用话术诱导加盟

成本偏低利润颇丰

  记者在调查中注意到，儿童近视治疗市场

还出现了苗医、针灸等方法，此类机构正在全

国范围内招加盟商。

  豆豆妈妈告诉记者，她之前在网上做了

许多关于防止孩子度数加深的功课，同时也

加了几个近视讨论群。时间一长，她发现这

些讨论群“不简单”，“群里那些说自己孩子

用了什么什么产品、视力快速恢复的八成是

微商”。

  记者加入两个近视交流群后发现，不断有

群友发布“防治近视经验”帖子。在一个群成员

为368人的“儿童近视防控互助驿站”的讨论群

中，记者注意到，该群禁止他人发布广告，只能

由群主不定时发送护眼产品链接，并分享一些

护眼文章。

  5月27日，以临近国际儿童节的名义，该群

群主推出促销活动，并分享了购买链接。记者

点击链接进入店铺后发现，里面有眼镜、眼贴、

鱼油、叶黄素以及一些治疗仪等商品。群主给

大家推荐的是“防控四件套”，即星趣控镜片+

哺光仪+拉远镜+反转拍，整套下来价格是

10786元起。

  另一个名为“青少年视力防控交流福利

群”的讨论群有213名群成员，群主主要推销一

种治疗近视的眼贴，不少群成员是该眼贴的加

盟商，并号称“国家眼保健师”。

  群里，经常有群成员提问：近视不可逆，

但为什么用完眼贴能看清1至3行？这时就会

有加盟商回应：“我们调理的是裸眼视力，也

就是不戴眼镜的视力。近视不可逆说的是屈

光度，也就是孩子的度数不可逆。但是不戴

眼 镜 的 视

力 ，可调可控可

矫正。”

  当记者表示有加盟意愿时，立即有多个

“保健师”向记者抛出“橄榄枝”。对方介绍称，

加盟售卖这款治疗近视的眼贴有两个级别，最

高级别是联创级别，需要交20.4万元购买30箱

眼贴，每箱单价6800元，共10盒眼贴，每盒眼

贴的零售价为3680元。另一个是合伙人级别，

购买第一箱眼贴需要花费15800元，第二箱

10800元，第三箱到第五箱分别是9800元、8800

元和7800元。

  “你可以在我们这里进货，然后去拉别的

加盟商，你进货后卖给加盟商的差价都归你。”

一位“保健师”向记者推销道，“你可以让周围

近视的人先试试，有效果后再推广。我们是体

验式营销，相信的人都产生收益了，不相信的

人度数都在加深。”

  当记者问起具体销售方式时，这位“保健

师”说道：“只要购买了一箱15800元的眼贴，公

司就会立刻教你如何启动市场，怎么铺垫，不

久就能挣回一两万元。”

  记者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搜索“近视眼贴”，

相关帖子成千上万。在某社交平台，多位网友

声称自己通过多管齐下的方式，提高了视力，

之后便开始推荐自己使用过的眼贴、眼药水、

护眼药片等产品。记者通过私信了解到，其中

不少眼贴、眼药水等产品都是从微商或电商店

铺购得。

  在这些推销的帖子下面，对于同一款治

疗近视的眼贴，有人称效果很好，有人却说

用了之后眼部有辣辣的感觉，甚至会不停流

泪。还有网友说，通过微商渠道购买的同款

眼贴，每次拿到手的产品味道不同，颜色也

不同。

  记者在电商平台了解到，不同的治疗近

视眼贴，价格相差比较大，贵的高达16元/对，

便宜的低至2元/对，其中有一些甚至是“三

无”产品。评论区里，有不少买家反馈“交了

智商税”。

  此外，记者在网上看到某种能够矫正近

视、提高视力的治疗仪，有不少帖子反映：用完

这款仪器，孩子的视力有所提升。但记者进入

这些账号的主页发现，这些帖子内容全都和仪

器推广有关。

  记者联系上了该款治疗仪的代理商“曹老

师”，对方声称自己的孩子就是用了公司的仪

器，结合线下门店的按摩护理，视力从4.7恢复

到5.1。

  “7888元一台，孩子用完后1个月内裸眼视

力提高了2至5行。”曹老师随后建了一个包括

记者和公司西安总部工作人员“程总”在内的

群聊。据程总介绍，这款治疗仪已经取得了国

家专利，公司的眼部护理技术运用7大学科，结

合眼按摩技术、眼放松技术、阿尔法脑波技术

和眼训练技术，安全高效地矫正视力。

  既然要用到如此多的技术手段，治疗仪操

作者是否需要有相关资质？曹老师解释说：

“治疗师对学历没有要求，只要加盟就可以

进行培训，培训大约一周后，就可以自己在

线下开店。”

  “我们公司有线上的平台，经常会有直播，

大家都是在线上平台下单，然后去线下的店面

取货。”曹老师介绍，加盟不需要交加盟费，但

是要向厂家交押金，押金的金额取决于店面所

在的区，地级市的区24万元，县级市的区12万

元，押金5年后退还。

培养科学用眼习惯

适量增加户外活动

  “早点用，不后悔。”不少治疗近视或防

控近视产品中的这句广告词戳中了一些家

长的心。一位家长告诉记者：“一近视就是一

辈子的事情，如果可以治，什么方法都愿意试

一下。”

  5月26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官网发布提示，

提醒广大儿童青少年及家长们勿轻信所谓的

治疗近视广告，近视防控抓早抓小是关键，科

学用眼加上适量的户外活动才是“良药”。

  中消协提示称，有一些中药药敷、耳豆、按

摩等针对儿童青少年近视的康复干预产品和

服务，以及苗医、针灸、特效眼镜等看似科学的

治疗视力的方法，有些消费者在试用或者初次

接受服务后，可能会有一些“效果”。但它们都

是通过放松神经肌肉来缓解因眼疲劳而产生

的一些症状，其实近视依然存在。

  “近视仪也是没用的。”一位来自北京某知

名眼科医院的眼科医生告诉记者，对青少年来

说，一般分成假性近视和近视，假性近视主要

由于长期不良用眼习惯诱发，一般很少超过

200度，持续发展就会变成真近视。假性近视能

够通过休息、纠正不良用眼习惯来恢复，目前

市场上各种治疗假性近视的方法、仪器，有没

有具体确切的疗效，需要进一步验证。

  实际上，近年来，聚焦提高儿童青少年视

力健康水平，国家相关部门连续出台多部文

件，其中包括引导学生自觉爱眼护眼、减轻学

生学业负担、强化户外活动和体育锻炼、科学

规范使用电子产品等。

  教育部近日发布《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

控试点县（市、区）经验做法推广清单》，介绍了

142个试点县的做法。比如北京市怀柔区等地

的做法是：增加学生户外活动、课外活动和体

育活动时间，落实每天校内、校外各一小时、阳

光体育一小时等体育活动要求。山区学校开展

“远山行”课程，带领学生走进大自然等。

  “对于家长来说，与其急功近利地去寻找

视力矫正产品，不如努力培养孩子科学用眼、

爱眼护眼的良好习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储朝晖说，家长应该将视力健康纳入素

质教育，把课余时间真正还给孩子，让他们走

进大自然、远离电子产品。

□ 本报记者  陈东升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方利利

  在丈夫入狱期间与他人有染，生下非婚生女彤彤后将

其遗弃在高速公路的涵洞阶梯上，“狠心妈妈”林绵被抓后

发誓说“今后再苦我也一定把孩子好好养大”。她的话能信

吗？又是否有能力抚养孩子呢？

  如今，母女两人关系亲密，孩子成了林绵努力工作的最

大动力——— 赚了钱，可以给彤彤多买点衣服和玩具。

  这种改变，浙江首个“家长学校”——— 涉案未成年人家庭

教育指导站发挥了巨大作用。为了让更多涉案未成年人在阳

光下健康成长，督促家长履行监护职责，杭州市人民检察院

牵头并联合市教育局、市妇联、市关工委成立了指导站。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走进该指导站了解到，指导站不

仅帮助涉案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强化监护教养的

意识与责任，还帮助他们提升教导养育子女、和睦家庭关系

的知识与能力，促进他们对未成年人知法守法、道德修养、

自我保护、身心健康等方面的关注与投入，为未成年人成长

发展提供健康积极的家庭环境保障。

制定亲职教育方案

从遗弃到彼此牵挂

  林绵在前夫陈达出狱后生下非婚生女彤彤，因家庭经

济困难，两人共同商议把彤彤遗弃在高速公路的涵洞阶梯

上。路人发现彤彤后报警，两人随之落入法网，后案件被移

送至萧山区人民检察院。

  “我当时因为无力抚养，才会把孩子放在路边，希望能

被好心人收养。我真的知道错了，今后再苦我也一定把孩子

好好养大。”检察官讯问时，林绵声泪俱下，多次表达抚养

意愿。

  在案件审查起诉阶段，林绵和陈达离了婚。而彤彤亲生

父亲李磊得知彤彤的存在后，和林绵一起把孩子从社会福

利中心领了回来。

  考虑到彤彤及时被人发现，未造成身体损害；生父李磊

同意和林绵结婚，共同抚养孩子；林绵有固定的生活来源且

无前科劣迹等情况，在林绵提交申请书、不再侵害被监护人

的保证书后，萧山区检察院召开联席会议，听取了公安机

关、村委会、工作单位等的意见，作出附条件不建议撤销监

护权决定，设定考验期为十个月。

  最终，林绵通过考验期，和李磊共同成了彤彤的监护

人。同时，她因遗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四

个月；陈达因遗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

  “林绵作为彤彤的监护人，如何进一步帮助她增强法律

意识、提升育儿技能、融洽家庭关系至关重要。”萧山区检察

院第八检察部主任方芸说，为此，萧山区检察院借助指导站

力量，引入专业社工组织，通过制定有针对性的亲职教育方

案，以一对一访谈、开展亲子团辅活动、阅读育儿书籍和法

治书籍等方式帮助林绵提升监护能力。

  “方检察官，我老公准备带彤彤回安徽老家生活，那边

有姑姑帮着带孩子，我打算继续留在萧山打工赚钱。”前不

久，林绵给方芸打了通电话，让方芸的心又跟着悬了起来。

  为了确认彤彤的身心健康和成长环境，方芸在彤彤回

老家后不久，便和林绵约定了跟踪回访的时间，以视频的形

式查看彤彤的近况。

  “老婆，你寄来的衣服和玩具都收到了，彤彤很喜欢。”

视频那头的李磊话音刚落，边上两岁多的彤彤一边喊着“妈

妈”，一边踉踉跄跄地朝着摄像头方向跑来。而在视频这头，

林绵看到女儿的身影顿时红了眼眶，赶忙说道：“彤彤慢点

走，小心摔跤。”

  看到林绵和彤彤彼此牵挂，方芸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方检察官，我现在可有动力赚钱了，因为可以给彤彤多买点衣服和玩具回去。厂里

放长假了，我也赶着回去看看她。”林绵挂断视频后说，她现在和家庭教育指导站的工作

人员还有联系，碰到育儿问题还会时不时去请教下，感觉“白捡”了个老师。

推“亲子同教”模式

细节入手对症下药

  彤彤从被遗弃的受害人到拥有幸福的童年，指导站的作用功不可没。同样，因聚众

斗殴被抓的未成年人蔡旭旭和史军也因为指导站，有了更明确的人生目标。

  2021年3月的一天，蔡旭旭因琐事和朱伟飞发生口角，双方约定斗殴。6天后，蔡旭旭

纠集史军等人到临安区一水库附近，与朱伟飞纠集的赵羽翔等人发生斗殴，致赵羽翔轻

伤、朱伟飞轻微伤。

  因蔡旭旭犯罪时仅15周岁，未达聚众斗殴刑事责任年龄；史军仅17周岁，到现场后

未实施斗殴行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临安区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追究二人刑事责任。

  “我们在办案时，通过向本人、监护人、学校、社区等进行社会调查，了解了蔡旭旭和

史军的成长经历，发现他们的家庭均存在监护缺失或监护职责履行不当的问题。”临安

区检察院未检部门负责人胡秋玲介绍说，为此，临安区检察院依托指导站力量，对蔡旭

旭、史军及其监护人确定四个月、三个月不等的临界预防和亲职教育考察期，并采用“亲

子同教”的模式，即未成年人帮教和亲职教育同时、同地、同心“三同步”开展。

  其间，临安区检察院委托专业社工组织对两个家庭开展亲子心理团辅、家庭教育指

导课等形式的亲职教育，还委托未成年人司法社工对未成年人进行观护帮教。

  刚开始，两个“问题”家庭在亲子团辅课上几乎是零交流。胡秋玲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同家庭的指导，要从细节处入手，更要‘对症下药’。”

  蔡旭旭爸爸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让父子关系僵硬，而妈妈则因为种种原因长期缺

席孩子的成长。在检察官、亲职教育老师深入分析蔡旭旭现状及原因后，这对“问题”父

母终于意识到了家庭教育问题所在，商量由蔡旭旭妈妈更多地参与家庭教育，弥补缺失

的陪伴，蔡旭旭也终于打开心结回到家人身边。

  正处叛逆期的史军觉得，最远的距离不是地图上学校与家相隔的50多公里，而是自

己难得放假回家，父母却只询问他的学习而不关心其生活。史军父母也很“委屈”，明明

已经力所能及给孩子提供了最好的学习环境，孩子却还是不和自己亲近。在检察官的

“牵线搭桥”下，双方敞开心扉促膝长谈，解开了一家人心里的疙瘩。

  考察期结束时，两个“问题”家庭都能自发带孩子参加公益活动了。目前，蔡旭旭已

重新回到学校就读，不再在外住宿，史军学习成绩也有了明显提升，还定下了考上本科

院校的目标。

分工明确联动发力

持续唤醒缺位家长

  指导站成立后，各单位分工明确，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主动做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

和监护状况评估，准确掌握家庭教育指导需求，启动强制家庭教育指导流程，并根据办

案需要，及时将有关情况通报妇联、关工委；妇联积极承接、提供或者协助、配合做好家

庭教育指导工作，动员社会组织、离退休老干部等社会各界力量，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和宣传提供人员、平台等支持；教育局则将家庭教育指导纳入各中小学校、幼儿园家校

联系重点工作范畴，并为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提供课程研发、指导等相关支持。

  “自市级层面挂牌成立指导站后，全市13个区、县级检察机关都在积极建立与妇联

组织、关工委或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沟通协作机制，形成稳定的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力

量。”杭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杨勇说，今年上半年将实现杭州地区家庭教育指导站全覆

盖，这些特殊“家长学校”将持续唤醒“缺位”家长，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杭州市检察院检察长叶伟忠介绍，下一步，杭州检察机关将着重加强“六个一”工

作，即推进建立一批家庭教育指导站点、出台一项检察机关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的工作机

制、构建一个多部门协作配合的工作闭环、完善一整套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开展一系列

与高校的合作交流，形成一批具有典型意义的家庭教育指导性案例，实现督促监护尽

责、家庭教育指导与罪错未成年人帮教、未成年被害人救助保护等工作的有机结合，为

营造全市未成年人安全健康成长环境，推动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提供“杭州样本”。

（文中涉案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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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我们提前对所有小朋友道一声：节日快乐。

  孩子是国家的未来，家庭的希望。在如今这样一个物质丰裕的社会，孩子们得到了更好的生活，但在儿童权益保护方面仍然存在

不少问题，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一些新问题也不断出现。

  儿童近视康复治疗市场存在种种乱象；儿童参与广告、当童模，被异化为一些家长的赚钱工具；一些未成年人学习类和社交类

App存在色情、暴力、内置游戏等问题……该如何保护好孩子，让孩子远离伤害是全社会的共同课题。

  针对这些问题，《法治经纬》版从今天起推出“儿童权益保护”系列报道，探讨网络技术时代的儿童保护问题。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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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手术，
一个月摘掉眼镜恢复视力？

儿童近视康复治疗市场乱象调查

《如此“治疗”》 漫画/高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