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男女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 编辑
#

关秋丽
%&'()*+,-./0,1!2"345'

67

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1

2

3

!

'

4

5

6

7

8

9: !;<='>

原理! 利用光学作用以达到矫正视力的目的"

但没有治疗近视的作用#

优点!目前为最普遍$最经济$适用范围最广$

相对最安全的矫正视力的方法#

适用人群!适用于任何年龄的近视人群#

安全指数!

!!!!"

专家提醒!深圳博爱医院眼科主任李志华特别

提醒儿童佩戴眼镜时"镜架大小合适与否"将直接

关系到儿童视力的提高和视觉的发育# 如果镜架过

大"儿童的双眼必然远离光学中心"偏向眼镜的内

侧"出现三棱镜的作用"造成儿童双眼视物不清$视

力下降$眼睛胀痛发酸$头痛等视疲劳症状"加重屈

光不正的发展# 如果镜架过小"双眼又会偏向外侧"

同样远离镜片光学中心"时间久了由于两侧镜腿紧

压眼内骨"颞侧还会影响脸面的正常发育# 因此儿

童眼镜架要按照儿童头颅$颜面及眼眶眼球的发育

情况"挑选适宜自己的镜架"并随着不断发育及时

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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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角膜塑形术角膜塑形镜是最新一代隐形

眼镜"是通过夜间睡眠配戴特殊设计的镜片来改变

角膜的形态"从而使中低度青少年近视患者白天拥

有清晰的裸眼视力而摘掉眼镜#

优点!安全简易"其他眼功能不受影响%可满足

某些特殊职业&如运动员$潜水员$飞行员$演员$学

生$军人等'对远视力的要求#

适用人群!患有结膜炎及角膜炎等人群不适用#

安全指数!

!!!!

专家提醒! 据深圳易安易光学司志平医生介

绍"青少年近视患者在选择角膜塑形术时首先要选

择品质和设计良好的产品"其次要选择有验配资质

和经验丰富的验配机构"再次要求青少年配戴者严

格要求操作流程配戴" 尤其要注意保护镜片和眼部

的卫生"以防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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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 ! 以激光 (照射 ) 方式对人眼产生切

削 # 激光近视手术用一种特殊的极其精密的微

型角膜板层切割系统 " 改变角膜前表面的形

态 "调整角膜的屈光力 "达到矫正近视 $远视或

散光的目的 #

优点!精准快速"一劳永逸#目前"准分子激光近

视手术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常用的屈光手术方

法#

适用范围!成年人#

安全指数!

!!!"

专家提醒! 李志华主任提醒广大青少年及其

家长"(青少年的身体还处于生长发育阶段 "眼睛

的屈光度数以及角膜状况都不是很稳定" 不适合

进行激光近视手术#

87

周岁以后"视力稳定一年

以上才可考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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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将特制的镜片***人工晶体"植入眼内来

矫正视力的近视手术#

优点! 不改变眼球组织便能获取良好的视力效

果"可随时取出#

适用范围!超高度近视的成年人#

安全指数!

!!!

专家提醒! 深圳阳光医院眼科主任贾章明教授

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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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透明晶状体之间的距离非常近"术后是

否会引起白内障"是临床医生最关心的问题#一旦出

现白内障"可以行
9:;

取出
<

白内障摘除
<

人工晶状

体植入术"恢复患眼视力# !深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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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期是女性较为特殊的一个时期"要

注意的事项不少# 然而"在追求时尚和百

无禁忌的当下"不少女性做着伤害自己健

康的事却一无所知#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

属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刘艳提醒" 本着对自

己的健康负责" 女性应谨记月经期间不宜

做的几件事***

!"

不宜过性生活

月经期间" 宫颈口处于微开状态"在

经期性交"容易将外阴及会阴周围的病菌

带入阴道$子宫颈甚至进入子宫"引起子

宫内膜炎或急性附件炎&包括输卵管及卵

巢'及盆腔腹膜炎# 另外"经期性交也可能

导致脱落的子宫内膜逆流入盆腔引起子

宫内膜异位症# 以上种种病症可能引起经

期血量增多$经期延长$痛经等后果#

#"

不宜剧烈运动

月经期间并非绝对禁止运动"但剧烈

运动"如跳高$跑步等要尽量避免"否则会

加重经期的不适"如腰酸背痛"甚至引起

痛经和月经失调# 而经期游泳更要避免"

因经期宫颈口处于微开状态"细菌易侵入

宫腔"增加感染的机会"引起各种妇科炎

症"因此月经期间不要游泳#

$"

不宜吃生冷#过咸食物

月经期间吃生冷的食物或者喝冷饮"

会影响子宫的收缩" 使经血排出不畅"导

致痛经等问题# 此外"经期由于雌激素和

孕激素平衡失调"水钠潴留和抗利尿激素

过多"很多女性往往会变得烦躁$焦虑# 如

果吃过咸的食物会加重水钠潴留"导致头

痛$水肿等问题#

%"

避免饮酒及喝浓茶#咖啡

月经期间"女性体内的解酒酶比例减

少"分解酒精的能力也相应下降# 此时大

量喝酒除了比平时更容易醉之外"酒精也

难以排泄出去" 并滞留在身体里造成伤

害# 而浓茶和咖啡中含咖啡因较高"容易

导致痛经$经期延长或出血过多# 同时"茶

中的鞣酸在肠道与食物中的铁结合"进而

影响铁质吸收"引起贫血等问题#

&"

不宜吃活血化淤药物

经期要慎用活血化淤的药物"否则容

易增加经血量"严重的甚至引起经期大出

血或者贫血等问题#

'"

不宜坐浴#泡温泉

因为月经期间宫颈口处于微开状态"

如下身泡在水中"水中的致病菌可经阴道

上行进入宫腔导致炎症# 另外"经期结束

后三天内"子宫口仍未完全闭合"因此这

段时间不宜泡澡#

("

不宜捶腰#不宜拔牙

不少女性经期会腰酸背痛"常常习惯

性地捶打"以减轻症状# 然而"经期捶腰导

致的震动刺激" 不利于子宫内膜的修复"

还会致使盆腔进一步充血$ 血流加速"致

使经量增多" 引起月经过多或经期延长#

如果月经结束后腰背仍有酸痛" 可能有盆

腔炎$宫颈炎等妇科疾病#

经期不宜拔牙#为了让经血顺利排出"

女性体内的血小板数目会下降" 因而血液

凝固性低于平常# 此时拔牙会造成出血更

多"容易引发感染"也会导致伤口不易愈合

等问题#

)"

不宜穿紧身衣裤

刘艳表示"月经期间如果穿紧身裤"会

使相关部位的毛细血管受到压迫" 从而影

响血液微循环"造成局部水肿# 另外"紧身

裤也会增加会阴摩擦"容易引起会阴炎#建

议经期穿透气性好$吸湿性强的棉质内裤"

着装尽量宽松#

*"

不宜高声唱歌

由于内分泌的影响" 不少女性会在经

期心情不好" 有的女性也许会选择去唱
=

宣泄一下#然而经期往往不宜高声唱歌"因

为经期高歌易致声带毛细血管充血水肿$

声带变脆"容易让声带的毛细血管破裂"从

而导致声音嘶哑甚至失声# !谢哲"

Q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