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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案例看似没有
关联，但背后的原因都是一
样的，那就是他们的眼轴发
生了改变。如果把眼睛形容
成一台光学仪器，那么从眼
球接收光线的最表层“角
膜” 到感受光线的最内层
“视网膜”，可以看作是物理
中的光学系统的一条中轴
线，这就是所谓“眼轴”，正
常人眼轴约为 24 毫米。 眼
轴每增加 1 毫米，近视度数
就会增加 300 度。

像刘先生这样的高度
近视患者往往都是大眼球，
不戴眼镜时感觉眼球向外
突，其实并不是戴眼镜引起
的，真正的原因是因为眼轴
变长了。

出租车司机姜先生由
于平时工作压力大， 导致
左眼黄斑区视网膜发生了
浆液性脱离， 突然出现单
眼视力的轻度下降、 视物
变暗或色调变黄、 变形等，
该区域水肿、 渗出导致视
网膜‘前移’， 相当于视轴

变短， 从而抵消了他 150
度的近视。

李女士的儿子小兵的
眼睛尚未定型， 眼球壁仍
有弹性， 如果持续眼压高，
可以慢慢将眼球“撑大”，
患者可没有明显眼胀眼痛
等不适， 但是近视度数却
在短期内持续“走高”。 遇

到这种情况， 家长不必担
心孩子戴上眼镜后摘不掉，
相反， 有调查显示， 那些
每年定期散瞳验光、 佩戴
合适眼镜的孩子， 近视的
发展速度是最慢的。

江苏省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孙红

（谢瞻 陈步伟整理）

张医生：
你好！
我前几天踢足球的时

候， 不小心碰伤了膝关
节， 去医院拍了个片， 并
没有骨折， 可医生还是建
议我去做个核磁， 有没有
骨折不是拍个 X 片就可以
了吗？ 还需要做核磁吗？

湘潭 李同学

李同学：
你好！
就你的情况， 我们咨

询了湖北省襄阳市第一人
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刘
江涛， 刘医生表示， 膝关
节损伤后， 无论自我感觉
轻重与否， 最好在第一时
间做个核磁共振 （MRI）
检查， 以排除有无软组织
损伤。

膝关节是人体最大、
最复杂的屈曲关节， 所受
杠杆作用最强， 非常容易
导致各种损伤。 X 片虽可
明确判断是否有骨折， 但
是对于韧带拉伤、 半月板
损伤则无法清晰地诊断；
而我们熟知的 CT 检查对
骨挫伤及关节软骨 、 韧
带、 半月板、 肌腱的损伤
也不能有效检出。

相比较， 只有核磁共
振具有无创、 多方位、 多
参数成像、 无电离辐射的
特点， 对软组织分辨能力
高， 可以较清晰地显示关
节内软组织的变化情况，
对明确诊断、 制订适宜的
治疗方案很有意义 。 因
此， 医生建议你做个核磁
检查还是很有必要的。

张医生

老张常常感觉胃肠道不适， 如打
嗝、腹泻、消化不良、腹胀、便秘及反
酸、烧心、吐酸水，但各种检查却找不
出脏器官有病变，老伴很为他着急。

医生说， 在临床上这种情况被称
为功能性胃肠病。比如工作压力大、精
神受刺激、生活不开心的时候，会感到
腹胀、没有胃口。 对这些病人，别人开
导和自我心理暗示是最好的药物，有
助于症状逐步减轻和胃口增加。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生活节奏
加快，胃肠疾病患者越来越多。但对所
有的消化问题并非都要靠药物来解
决，医学专家指出，近四成门诊病人只
需通过精神调适和改变行为等方式，
就能祛除消化道疾病。 安徽省庐江县

中医院主任医师 祁增年

膝关节受伤
要做核磁吗？眼镜戴久了眼睛变形？

病例一 刘先生今年
才 29 岁， 但是已经和眼
镜打了十几年的交道了，
属于 800 度的“高度近
视”。 刘先生的眼睛已经
有点变形，好像要突出来
一样， 刘先生很怀疑，是
不是眼镜戴久了导致的？

病例二 35 岁的姜先
生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平均每天工作达 12 个小
时以上。 最近， 姜先生
左眼看东西总觉得有些
发暗， 似乎没有以前清
楚， 到眼科检查后发现，
左眼矫正视力由之前的
1.0 降到了 0.7， 近视度
数由原来的 200 度降到
了 50 度， 还被确诊为

“左眼中心性浆液性脉络
膜视网膜病变”。

病例三 李女士的儿
子小兵今年 7 岁，平时眼
睛不痛不胀，但 1 年内近
视度数突然增加了 200
度，双眼眼压偏高，且视
野已经出现明显缺损。

四成胃肠病不需用药

近日一种纯动植物成分的外用男性
产品“霸王精华液”在国内持续热销，让
人奇怪的是购买者中女性竟占了 4 成。
一种男性产品缘何如此受女性青睐？

据负责霸王精华液中国区销售的李
总介绍，霸王精华液，顾名思义它的主要
效果是改善男性 3 方面的不足，一、肾虚
精亏，肾阳虚，肾阴虚，肾动力不足，二：
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肥大、尿频尿急、
阴囊潮湿等。 三：会阴部不适等引起的男
性功能障碍疾病。 采用先进的小分子透
皮给药，利用率高，抹一抹，效果又快又
安全，中药萃取的特殊霸王精华液，能够
显著改善海绵体细胞活性， 体积增加
40%，增强茎背神经耐受力，填补了国内

体外给药治疗 ED医药领域空白，从此让
男性朋友真正摆脱了口服药带来的困惑。

由于霸王精华液需求巨大，市场有
些供不应求， 为了能够真正让需要者
（注明：无男性生理功能障碍者谢绝购
买）,早日得到正规途径的霸王精华液，
从即日起至 4 月 1 日止，拨打厂家指定
销售中心电话 400-633-8985 前 50 名
患者可享受特价体验 （每人限购 2
盒），使用七天无效退换的服务，另免
费赠送情趣“魔环”等礼品；编辑短信
姓名 + 地址 +DZWS 至 13338420475
保密送货,免费邮寄。

健康绿色外用男性健康品：体外治疗男性生理障碍

外用伟哥 一抹立变

温馨提示：印度外用药品，效果强劲
“未成年人和性欲亢进者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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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伟哥葵力神
让女人兴奋的催化剂

近段时间，有一件事一直困恼着张女士。 昨
天正好张女士密友来家做客， 张女士鼓起勇气
把一直困恼很久的心事和她密友进行述说，原
来近段时间，张女士的爱人不知道吃了什么，平
时夫妻生活几分钟就草草了事， 可近期折腾了
一小时居然还生龙活虎。 近段时间好像好像变
了一个人，后来，她在老公的包里找到了答案 -
葵力神。 由于对该产品不是很了解，又怕丈夫吃
多了伤身，因此希望密友帮忙了解下该产品，看
看该产品是否如使用说明书上写的那么神奇，
使其夫妻生活重现和谐。

“植物伟哥 -- 葵力神”到底是什么东西，为
何让男人如此巨变，女人为之兴奋。 原来葵力神
是美国托普来集团从生长在非洲的植物黄秋葵
中提取的一种专利产品，在全球有 20 年的专利
保护， 而葵力神中含着的黄秋葵为锦葵科秋葵
属，原产非洲，因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具有增强
身体耐力、 抗疲劳和强肾补虚的作用， 被称为

“植物伟哥”。
“千万别小看了它是从植物里提取的，但效

果绝对让你震惊， 即使是年过六旬的老者也可
以凭此迅速变得老当益壮。 ”

黄秋葵的与众不同在于它嫩荚果中含有黏
滑的汁液，这种黏液由水溶性纤维果胶、半乳聚
糖和阿拉伯树胶等组成， 神秘的黏液造就了神
奇的功能 -- 能够活化男性中枢神经和男性器

官。 美国托普来集团将黄秋葵高度提纯，并制成
浓度更高、更易吸收，见效更快的超浓缩软胶囊
葵力神，而且植物安全性无可比拟，对人体的副
作用为零，使用起来也更方便，一粒管三天，72
小时有效， 但就是这么点突破已足以让全球男
人欢欣鼓舞。

该产品自上市以来，一直非常抢手，受到中
西方男性的青睐。 其中主要原因是因为其调控
男性控制力的功能。 即提升男人对两性生活的
调控能力。 他的这种作用是分三步解决的：

第一步：服用一个周期，即解决所谓的肾虚
状况，让男人正常化。 底子薄、身体差、精力衰、
力不从心、疲软、控制不住等症状明显改善或消
失。

第二步：服用二个周期，恢复年轻小伙时的
冲动，动作挺拔有力，浑身硬朗，轻松跨过 15 分
钟，一周三次不觉得累。

第三步：服用三个周期，达到一种自由态，
节奏时间完全自己可以决定，想长就长，想短就
短。 完全控制节奏、快慢、快感强弱，长短自由，
收放自如，只要你想，就可以彻底征服对方。 自
信心空前高涨！

原来，靠强迫脑袋借景移情来推迟快感、延
长激情时间，服用葵力神后，不用胡思乱想，只
需充分享受，照样来去自由，收放自如。
■特别提醒：

“植物伟哥 -- 葵力神”让您尽情体验男性
激情，据好自然公司内部可靠消息,男性朋友可
在 2012 年 4 月 5 日前， 您通过拨打免费电话
400-0591-066 或编辑你的通讯地址 +DZ 发送
到 18259001919 进行登记， 即可免费索取价值
98 元葵力神体验装一盒，，每日限额 100名。 同
时应本报读者要求， 好自然公司每日还将推出
30 套特价葵力神疗程装产品， 供男性朋友们订
购，对于订购产品的顾客，好自然公司承诺 7 天
无理由退货，即日起广大男性朋友可登记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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