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生， 你快帮我看看， 我这眼睛是怎么回事？ 整
个眼睛都是红的。” 诊室里， 患者王女士摘下墨镜着急
地对医生说。 据王女士回忆， 两天前， 她去游泳馆游
泳， 回到家后就觉得眼睛不舒服。 当天晚上眼睛开始出
现双眼瘙痒、 红肿、 疼痛、 流泪等症状， 自行用眼药水
点滴， 谁知越滴越严重， 这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医生为王女士检查后， 诊断为“游泳池眼病”。

2020年7月28日 星期二 编辑：殷映月 邮箱：284820975@qq.com� �版式：谢敏智08 时尚健康

������夏日炎炎， 很多人喜欢游泳，
殊不知， 在消暑降温的同时， 也要当
心感染上 “游泳池眼病”。 “游泳池
眼病” 发病初感到眼痒、 刺痛、 异物
感， 伴畏光、 流泪， 分泌物为水样或
粘液样， 之后会出现眼睑红肿， 球结
膜充血明显， 部分患者有点状或片状
出血， 还有部分患者起病时有头痛、
发热、 流涕、 咽喉疼痛等上呼吸道感
染症状， 严重者甚至会出现视力下降
等症状。 因此医生提醒， 游泳时一定
要作好眼部防护。

“游泳池眼病” 如何传播

从健康角度而言， 不少游泳池
会采取消毒措施， 但有些细菌和病
毒是消毒粉无法消灭的。 夏季天气
炎热 ， 各种病原微生物易迅速繁
殖， 主要通过患眼—水—健眼或患
眼—手或物—健眼两种方式传播 ，
接触被污染的水后 1 至几天即可发
病， 主要包括急性细菌性结膜炎、
流行性角结膜炎、 流行性出血性结
膜炎等。

怎样预防“游泳池眼病”

首先， 游泳最好去正规且消毒
条件完善的游泳池， 游泳时佩戴密
封性好的护目镜， 使眼睛尽量少接
触游泳池水， 这样能较好地避免池
中病原体对眼睛的感染。 其次， 游
泳时不要戴隐形眼镜， 泳后不要随
便用手揉眼睛， 如感不适可预防性
使用一些眼药水。 预防细菌感染可
用左氧氟沙星滴眼液 1～2 次， 预防
病毒感染可用阿昔洛韦滴眼液 1～2
次， 儿童可用妥布霉素滴眼液滴眼
预防 （最好到医院就诊遵医嘱用
药 ）。 游泳结束后 ， 到浴室洗脸 、
淋浴， 并用流动的清洁水冲洗眼睛
和护目镜， 这样不仅可将身上的污
垢洗净， 同时也能冲掉大部分来自
水中的病菌。

特别需要提醒的是， 以下三种
人不宜游泳： 近期眼睛有发红、 疼
痛、 分泌物增多等症状的人； 近期
刚做过眼科手术者； 经常戴隐形眼
镜者， 尤其有眼部不适症状者。 在

平时的生活中 ， 也要多多预防眼
病， 一定要注意个人卫生， 勤剪指
甲 ， 勤洗手 ， 做到不用脏手揉眼
睛。 各人的毛巾、 脸盆应当单用，
洗脸最好使用流动水。

感染“游泳池眼病” 怎么办

一旦发现眼部分泌物异常、 有
异物刺扎感和长时间眼球发红时，
应及时到正规医院检查治疗。 合理
选择眼药， 具体用药应根据医生要
求， 不要随便自己应用。 不论眼药
水还是眼药膏均应专人专用， 以免
交叉感染。 治疗过程中要停止游泳，
避免病情加重或传染给他人； 不宜
戴眼罩， 以免造成眼内湿度增加，
病菌繁殖更快， 分泌物不易排出，
影响疾病恢复。 对于 “游泳池眼病”
患者不能单纯进行药物治疗， 细心
护理十分重要。 要保持眼部清洁，
为减轻不适， 要避免光和热的刺激，
少用眼， 也不要勉强看书或看电视。

浙江省嘉兴市第一医院眼科
副主任 周丽琴 （周君 整理）

������夏季是游泳的黄金季节，
既有利人们清凉消暑， 又能
增进身体健美。 在游泳池游
泳一般来说是安全的， 但泳
后需注意做好 “四护”。

护肤 游泳池用水和补充
水有限 ， 游泳的人多且杂 ，
加上游泳者身上洗下的汗渍、
污垢， 甚至一些人直接将小
便排入水中， 致使水质混浊。
同时， 为了防止游泳者感染
疾病， 池水都要用化学消毒
剂进行处理， 人在游泳过程
中， 皮肤自然会残留有消毒
剂的化学成分， 时间一长易
刺激皮肤 （尤其是儿童、 青
少年皮肤娇嫩） 而造成不适。
所以， 游泳后首先要去淋浴
室作一次冲洗， 彻底洗净全
身皮肤， 最好自带沐浴露之
类的洁肤用品， 保持皮肤洁
净卫生。

护耳 去泳池游泳， 大多
数人没有戴耳塞的习惯， 耳
朵难免会进水。 若未及时去
除耳道内的积水， 尤其是许
多游泳池的水达不到应有的
卫生要求， 这样就容易导致
中耳发炎。 耳朵进水时， 可
在游泳结束后站在原地， 头

偏向一侧， 单腿用力跳几下，
然后用干净棉球轻拭干外耳
道。 如果耳朵里的水不能弄
出， 特别是儿童往往不配合
时， 家长不要擅自用棉签之
类的物品放进去吸水， 以免
不小心弄破孩子的鼓膜， 最
好及时去医院请耳科医生帮
忙。

护齿 游泳池里一般加入
了一定量的氯气或漂白粉等
消毒剂 （氯制剂）， 之所以能
消毒杀菌， 是因为其进入水
中分解产生了一定浓度的次
氯酸和高氯酸。 而次氯酸和
高氯酸对牙齿的珐琅质有严
重的侵蚀作用， 故每次游泳
后最好及时用干净的水认真
地漱漱口， 如自带牙刷牙膏
刷一次牙则更好， 越早刷护
牙效果越好。

护发 不净水质和消毒剂
长时间留在头上会影响头发的
正常生长， 易致其枯萎早脱。
建议每次游泳前戴好泳帽， 之
后及时用洗发液冲洗头发， 然
后用护发素滋养护发， 尽可能
减少头发受到伤害， 确保头发
乌黑、 油亮、 健康。

副主任医师 陈日益

������随着年龄的增加， 老年人的身体机能逐
渐出现衰退现象， 其中平衡能力下降是一个
突出表现。 老年人应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加
强平衡练习， 提高防摔倒能力。 下面介绍四
种增强平衡能力的训练方法：

“金鸡独立” 站立位， 两眼睁开， 两手
自然放在身体两侧， 任意抬起一只脚， 试试
站立更长时间。 当单脚站立完全游刃有余后
可以进阶为闭眼单脚站立， 初期可以手扶固
定扶手。

重心移动 闭目站立位， 两脚分开与肩
同宽。 双臂向两侧平举， 身体先向左侧摆动，
然后向右侧摆动， 再逐渐将两脚向一起靠拢，
以增加锻炼难度。 建议先在睁眼状态下进行
练习， 然后逐步过渡到闭目练习。 闭目练习
平衡难度较大， 老年人开始锻炼时， 最好旁
边有人进行保护， 或者靠近扶持物进行练习。

倒走 倒走是一种很好的锻炼身体平衡
和协调的练习方法， 在进行倒走练习时要注
意选择平整且没有机动车的道路， 速度不宜
过快， 最好在有人陪伴下进行。

直角支撑练习 这个动作难度比较大，
建议在有一定身体基础的情况下进行。 先坐
在固定椅子上， 然后两条腿尽量伸直， 双手
扶在椅子前端两个直角上， 待身体稳固后，
双臂用力， 让臀部离开椅子， 同时双腿尽量
伸直， 保持这个姿势一段时间。

郑玉平

当心患上“游泳池眼病”夏季
游泳

四个小训练
提高平衡力

游泳后做好“四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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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用手揉眼睛， 如感不适可预防性
使用一些眼药水。 预防细菌感染可
用左氧氟沙星滴眼液 1～2 次， 预防
病毒感染可用阿昔洛韦滴眼液 1～2
次， 儿童可用妥布霉素滴眼液滴眼
预防 （最好到医院就诊遵医嘱用
药 ）。 游泳结束后 ， 到浴室洗脸 、
淋浴， 并用流动的清洁水冲洗眼睛
和护目镜， 这样不仅可将身上的污
垢洗净， 同时也能冲掉大部分来自
水中的病菌。

特别需要提醒的是， 以下三种
人不宜游泳： 近期眼睛有发红、 疼
痛、 分泌物增多等症状的人； 近期
刚做过眼科手术者； 经常戴隐形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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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的生活中 ， 也要多多预防眼
病， 一定要注意个人卫生， 勤剪指
甲 ， 勤洗手 ， 做到不用脏手揉眼
睛。 各人的毛巾、 脸盆应当单用，
洗脸最好使用流动水。

感染“游泳池眼病” 怎么办

一旦发现眼部分泌物异常、 有
异物刺扎感和长时间眼球发红时，
应及时到正规医院检查治疗。 合理
选择眼药， 具体用药应根据医生要
求， 不要随便自己应用。 不论眼药
水还是眼药膏均应专人专用， 以免
交叉感染。 治疗过程中要停止游泳，
避免病情加重或传染给他人； 不宜
戴眼罩， 以免造成眼内湿度增加，
病菌繁殖更快， 分泌物不易排出，
影响疾病恢复。 对于 “游泳池眼病”
患者不能单纯进行药物治疗， 细心
护理十分重要。 要保持眼部清洁，
为减轻不适， 要避免光和热的刺激，
少用眼， 也不要勉强看书或看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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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 很多女性都穿上了各
式各样漂亮的凉鞋， 可美丽的背
后， 伤足隐患却易被忽视， 尤其
是穿以下四种凉鞋。

平底凉鞋 对脚没有支撑 ，
时间一长会引起脚后跟疼痛、 脚
底起泡甚至导致跟腱炎等。 人行
走时脚跟着地的冲击力可以沿着
腿骨、 脊柱， 直达头部。 鞋跟过
低， 鞋底过薄， 脚着地的瞬间全
身多达 60%的重量会都压在后跟
上， 路走多了， 上传的冲力就会
引起足踝、 膝、 髋关节和腰等部
位的疼痛。 建议在凉鞋上垫上鞋
垫， 不仅增加舒适感， 还能减缓
地面对脚部的冲击力。 选择鞋子
时， 鞋跟在 3 厘米左右的鞋最合
适， 不但能分散冲击力， 预防减
轻痛症， 还能减少起步的力量。

绑腿凉鞋 人们在穿这种鞋
子时， 为了不使鞋子前后滑， 一
定会把带子系得紧紧的， 穿着时
间一长， 在行进过程中会使腿部
血液流通不畅。 因此， 在选择此
类鞋子时， 最好选择带子宽一点
的， 减少带子对腿部的压力。

松糕鞋 鞋底太厚， 易使人
行走时身体前倾而失去重心， 扭
伤脚部关节、 足部骨骼或韧带。
选择松糕鞋时， 尽量选鞋底面积
较大、 较平的， 高度不超过 5 厘
米， 以增加稳定性， 预防跌倒。

夹脚趾凉鞋 夹脚趾凉鞋在
行走时 ， 脚前部会缺少力的支
撑， 脚趾自然而然要在行进中夹
住鞋 ， 不自觉蜷缩成爪形 。 同
时 ， 由于身体重心倾斜到前脚
掌， 足弓关节过度受力， 会导致
脚部疼痛并发炎， 严重者形成拇
指外翻。 另外， 人们在穿夹脚趾
凉鞋时， 为了平衡前倾的身躯，
腰部自然后仰， 久而久之， 会损
伤脊椎。

买一双健康凉鞋要看这几
点： 鞋底柔软有弹性以分散冲击
力 （如牛筋底）， 注意前掌部位
最好柔软弯曲， 便于行走； 鞋底
不宜太厚； 鞋背不压脚背， 鞋面
也要有足够高度； 鞋的中央弓部
弧度与脚弓部吻合； 鞋面包覆较
多， 行走更稳定。

济南市工人医院 张乾

穿这四款凉鞋
警惕伤足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