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常涂抹眼霜有助于眼部的
护理和保养， 使用眼霜应避免以
下六大误区。

误区一： 25 岁后才用眼霜
眼霜并非 25 岁后才需使用， 由
于饮食结构的改变， 极干性皮肤
在女性中为数不少， 中性皮肤在
18～24 岁的女性中占大多数， 而
中性皮肤极易在某些时候呈现偏
干或偏油状态， 在这些情况下无
论何种年龄都要适当使用眼霜。

误区二： 只在眼角使用眼霜
面部最早松弛老化的区域是眼睛
下方和上眼皮， 不能只在眼角使
用眼霜。 正确使用方法是顺内眼

角、 上眼皮、 眼尾、 下眼皮轻轻
做环形按摩， 直到让肌肤完全吸
收。

误区三： 面霜可以代替眼霜
眼睛周围的皮肤是面部皮肤中角
质层最薄、 皮脂腺分布最少的部
位， 是一个人肌肤活动最频繁的
部位， 也是在化妆中拉扯皮肤次
数最多的部位。 所以， 要使用专
门的眼霜产品， 不能用面霜代替。

误区四： 晚上不使用眼霜 正
确用法是早晚都要使用眼霜， 晚
上使用具有修护功能的， 白天主
要使用具有隔离、 滋润功能的。

误区五： 用眼霜的量太大 眼

部皮肤极薄 ， 用得太多不能吸
收， 会造成负担加速老化。 所以
每次用绿豆大小的 “2 粒” 即可。

误区六： 眼霜越滋润越好 眼
部肌肤不容易吸收营养， 如果眼
霜过于滋润油腻， 眼周很容易长
脂肪粒 ， 还可能出现松弛 、 暗
淡。 正确用法是根据个人肤质选
用眼霜， 干性肌肤可选用较油腻
的， 油性肌肤选择保湿功能的就
可以了。 如果长了脂肪粒， 就要
做好日常清洁， 选用质地较清爽
的眼霜。

山东莱州市慢性病防治院
郭旭光

哪些人易患
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运动性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常发
生于马拉松运动员和举重运动员等
长时间、 高强度运动的人群。 近年
来， 在其他人群中的发病率也越来
越高， 例如进行低强度举重器、 骑
自行车、 健身等非典型剧烈运动。

平时运动情况， 运动前身体状
况 (如存在腹泻、 发热、 上呼吸道
感染等)， 运动时的环境 (比如是
否高温、 高湿、 无风等 )， 运动的
类型 (如负重越野、 蛙跳等)， 是
否服用增加肌肉损伤的药物以及是
否存在先天性代谢病、 内分泌代谢
异常疾病等， 都是影响运动性横纹
肌溶解综合征发病的因素。

如何预防
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酷爱运动的人， 该如何预防运
动性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呢？ 注意以
下几个方面， 有助于减少这种风
险。

◆ 不经常进行大量运动训练
的人群 , 在进行大量训练前 , 要开
展训练时间、 强度、 耐热能力等方
面的适应性训练。

◆ 在进行大量训练之前出现
身体不适 ,如发热 、 腹泻 、 肺炎 、
大病初愈等, 应停止训练。

◆ 避免在高温无风的环境中
进行大运动量训练, 如马拉松、 五
公里负重越野等。

◆ 训练前、 中、 后, 要积极补
充足够的水和电解质。

◆ 运动后如出现发热、 晕厥、
恶心呕吐， 尿茶水色、 酱油色等应
立即降温补液。 其中降温极为重
要 ， 并要做到及时就医、 尽早诊
断、 尽早治疗。

长沙市一医院神经内科一病区
李苗 胡江英

������夏天， 面对强烈的阳光， 不少潮爸
潮妈会给孩子买一副炫酷的墨镜。 孩子
的眼睛还处于生长发育期， 非常娇嫩，
易受到外界刺激， 配戴太阳镜确实很有
必要。 但要提醒的是， 太阳镜并不是
“扮酷扮萌” 的道具， 需科学选购， 不
能随便给孩子买一副戴上， 也不要把成
人使用的太阳镜给孩子戴， 一定要去专
业机构选配质量合格、 适宜眼睛发育的
太阳镜。

儿童的视力发展有着特殊的生理特
性， 他们的视觉发育需要正常光线对视
网膜黄斑区形成有效刺激， 否则很可能
造成弱视。 同时， 过度的紫外线照射又
可能会造成角膜上皮、 眼底黄斑的伤害，
甚至过早出现白内障。 因此， 家长要把
握好度， 既不要让孩子的眼睛缺少紫外
线照射影响视觉发育， 也要防止过度照
射。 医生建议， 儿童太阳镜的光透射比
应不低于 30%， 以保证正常的视觉发育，
且三岁以下儿童不建议戴太阳镜， 三岁
及以上的儿童在一天中阳光最猛烈的时
间段戴一戴， 挡挡强紫外线就够了。

劣质太阳镜对孩子伤害很大， 家长
给孩子选择太阳镜要注意以下几个方
面： 1.不要选择做得花花绿绿很漂亮的
玩具式太阳镜， 其中很多是塑料制成
的， 镜片透光性差， 易诱发孩子近视；
2.注意镜架和镜片的拟合度， 劣质产品
拟合度不好， 导致孩子看东西变形， 戴
久了头疼、 眼睛疼， 影响眼睛的正常发
育； 3.尽量不要选择颜色太深的镜片，
会影响儿童对光的敏感度， 可能造成儿
童眼睛畏光， 进而对眼球发育和视力产
生影响。

郑金美

������避免吃刺激性食物 避免吃煎炸 、
油腻、 辣、 酒精及咖啡因等刺激性食
物， 以及过甜食品， 否则会增加头油及
头屑的形成。 可食用一些含锌量较多的
食物 ， 如糙米 、 红米 、 蚝 、 羊 、 牛 、
猪、 鸡肉、 意大利粉、 奶、 蛋等。

勿将洗发水直接倒在头上 未起泡
的洗发水会刺激头皮， 形成头屑或加剧
头屑的产生， 应将洗发水先倒在手中搓
起泡再搽在头发上。

用温水洗头 水温过热会刺激头皮
油脂分泌， 令头油更多； 水温过低会令
毛孔收缩， 使发内的污垢不能清洗掉，
应用约 20℃的温水即可。

勿用喷发胶 喷发胶等化学性用品
会伤害发质、 刺激皮肤， 同样会加剧头
屑生成。

多梳头 早晚梳头一百下， 有助于
增强血液循环， 减少脱发和头屑。 需提
醒的是， 不要用指甲梳头， 最好用木梳
或用指腹轻轻按摩头皮。

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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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烈运动、 吃龙虾、 通宵玩网游

当心肌肉溶解找上门
�������小杨今年 24 岁，
长得高大帅气， 酷爱
健身。 一天， 他如往
常一样来到了健身房，
进行了时长为 2 小时
的高强度健身训练。
运动后， 他和朋友上
夜宵摊吃龙虾， 熬夜
玩网游直到天亮。 第
二天， 小杨感到全身
肌肉酸胀疼痛， 双侧
上臂及大腿肌肉肿胀
伴疼痛、 行走乏力，
小便颜色也稍有加深，
偏茶色； 随后出现了
头痛、 发热症状。

“放纵” 过后，
小杨感觉整个人都不
好了， 于是来到长沙
市第一医院急诊科就
诊， 接诊医生以“肌
肉酸胀疼痛查因” 转
至神经内科一病区进
行治疗。 入院后， 小
杨被诊断为运动性横
纹肌溶解综合征。 幸
运的是， 经过积极救
治小杨并没有出现急
性肾损伤， 在加护病
房治疗 3 天后， 症状
明显改善， 一个星期
后顺利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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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运动性横纹肌溶解综合征是由
于过度运动引起的横纹肌细胞结构
受到破坏， 大量细胞内容物释放到
血液中引起代谢紊乱， 继发脏器功
能损伤的临床综合征。 常见并发症
为肝、 肾功能损害和心肌细胞损
伤。

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诱因较
多 , 其中因剧烈运动、 食用龙虾、
服用降脂药 、 过度疲劳最为常见
（小杨本次发病， 以上四条常见原
因占了三条 ）， 此外还可见感染 、
心脏电除颤等罕见病例报道。 大家
都爱吃的龙虾不是导致横纹肌溶解
的 “主犯”， 食用了带有 “洗虾粉”
的龙虾才是诱发肌肉溶解的主因。

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有哪些临床表现？

运动性横纹肌溶解综合征临床
表现为肌痛、 肌肉硬度增加， 触肌
肉有 “注水感”， 乏力， 尿色深成
酱油色， 部分患者伴有暂时性意识
丧失、 昏迷、 谵妄、 高热、 大汗、
头痛、 恶心、 呕吐等全身症状。 严
重者还可出现急性肾损伤、 高钾血
症、 低钙血症 、 弥漫性血管内凝
血、 急性筋膜间室综合征等并发症
的表现。 其中急性肾衰竭是最常见
的严重并发症 ， 发生率为 10%～
50%， 死亡率高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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