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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提醒

近日， 全国各地中小学生纷纷开
启暑假模式。 孩子是放假了， 可孩子
们的眼睛却更 “忙” 了， 看书、 看电
视、 看手机……这也导致一些孩子的
眼部健康亮起了红灯。

“进入 7 月， 眼科门诊干眼症患
者一下子多了起来。 如今， 干眼症患
者群体正在从成人扩展至学龄儿童，
儿童患者在门诊中占了近三分之一。”
黑龙江省医学会小儿眼底病学组委
员、 哈尔滨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教授周丹对记者说。 好发于成人的干眼
症， 怎么还 “盯” 上了孩子呢？

干眼症不再是成年人“专利”

干眼症也被称为角结膜干燥症，
它是由于泪液分泌不足、 泪液蒸发过
快过多、 泪液成分异常等因素， 导致
泪膜的稳定性降低， 而出现的眼部不
适、 眼表病变。 干眼症的典型症状包
括眼睛干涩、 疲劳、 异物感， 还会出
现畏光 、 怕风 、 刺痛 、 眼痒 、 灼热
感、 酸胀感等， 严重者会出现眼睑红
肿 、 结膜充血 、 水肿 ， 角膜上皮脱

落， 甚至角膜溃疡、 感染， 导致睁眼
困难、 视力下降等。

周丹表示， 传统观念认为， 干眼
症多见于 40 岁以上人群， 临床上对
成年人干眼症的关注较多， 而往往忽
略了儿童也会受到干眼症的袭扰。

事实上， 由于儿童不当用眼， 加
之其表达能力弱、 检查配合度低、 人
们对儿童干眼症的发病因素认识不
足， 致使如今越来越多的孩子出现了
类似于成年人干眼症的临床表现。 一
些患儿还伴有眼睛痛痒、 红肿甚至视
力波动等症状， 与过敏性结膜炎症状
极为相似， 容易出现误诊、 漏诊。

挑食、 用眼不当都是诱因

周丹指出， 除了用眼不当外， 儿
童挑食 、 偏食也是干眼症的诱因之
一。 比如， 孩子偏食可能导致其体内
缺乏维生素 A， 而这种维生素是维持
人体上皮组织正常代谢的主要营养
素， 能防止角膜干燥、 退化， 因而缺
乏维生素 A 或间接促成干眼症 。 同
时， 儿童学习任务繁重、 长时间佩戴

角膜接触镜、 长期睡眠不足， 均会破
坏泪膜的根基， 从而诱发干眼症。

需要强调的是， 随着信息社会的
迅速发展， 视频终端的 “触角” 早已
延伸到家庭和学校中， 孩子在家中看
电视、 打游戏机、 看动画片及上网的
时间显著增多 ； 而在学校中 ， 投影
仪、 各种显示屏被广泛应用于儿童教
学。 若这些设备的照明强度不足或过
强、 屏幕设计不合理， 就可能使孩子
患上视频终端综合征 （VDT 综合
征）， 使眼睛出现不适。

周丹解释说， 患上视频终端综合
征的孩子 ， 很有可能也患上了干眼
症， 这是因为他们的眨眼习惯被改变
了。 研究显示， 人们在交谈时， 平均
眨眼频率为 15.5 次∕分， 而在聚精
会神地使用电子产品时， 平均眨眼频
率则大幅下降， 诱使泪液蒸发过快过
多， 让眼睛处于 “干旱” 的状态。

防治儿童干眼症要领要牢记

如何防治儿童干眼症， 周丹给出
如下建议：

一要加强宣传教育， 让广大家长
和老师增强对儿童干眼症的认识， 了
解和掌握该病基本症状， 发现孩子出
现问题及时送医。 二要改善学习和生
活环境， 教室和居室的光线应保持充
足， 避免光线过强或过弱； 所处环境
应干净整洁， 尽量排除灰尘、 油烟和
花粉对眼睛的干扰。 三要合理用眼，
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 定时休息， 连
续看书写字的时间不宜过长， 尽量远
眺让眼睛放松。 四要避免长时间接触
视频终端设备。

同时， 周丹表示， 日常饮食中要
注意多饮水， 多食用富含维生素 A、
叶黄素、 花青素的食物， 如鸡蛋、 猪
肝、 胡萝卜、 番茄、 南瓜、 菠菜、 蓝
莓、 桑葚等， 饮食均衡， 多吃新鲜蔬
菜水果， 有助于改善干眼症状。

最后， 周丹提醒， 孩子眼睛不适
要及时就医， 不可擅自使用滴眼液，
以免形成长期依赖。 多数滴眼液含有
防腐剂， 会损害眼睛泪膜功能， 反过
来又会促使干眼症的发生。

（据 《科技日报》）

“医生， 快点来救救他 ， 他
严重过敏了！” 近日下午， 林先生
在朋友的搀扶下走进长沙市第三
医院急诊医学科， 只见他全身长
满了像风团一样的皮疹， 又红又
肿， 面部都变了形。

原来林先生当天肾结石病发
作 ， 剧烈的疼痛让他难以忍受 ，
他服下朋友帮他买来的止痛药 。
没过多久， 疼痛明显好转， 但他
的皮肤却开始发红瘙痒， 皮疹迅
速从四肢蔓延至全身， 他的眼眶
和口唇都肿得变了形， 连眼睛都
睁不开。 林先生又赶紧服下了抗
过敏药物 。 可两个小时过去了 ，
瘙痒难耐的皮疹不仅没有消退 ，
还在继续蔓延， 并伴有头晕 、 心
慌和喉头不适感。

接诊护士将林先生安置在了
抢救室， 急测血压偏低， 心率达
到了 137 次/分。 该院急诊医学科
主任李国军判断， 林先生为口服
止痛药导致的过敏性休克， 立即
组织急救团队为林先生开展抢救，
给予高流量吸氧、 药物抗过敏抗
休克处理， 快速补液扩容等对症
支持治疗。 经过抢救治疗， 林先
生转危为安。

日常 生 活 中 常 见 的 止 痛 药
怎么会引起如此严重的过敏反

应呢？
“任何人或任何药物都有可

能引发药物过敏， 难以预期。” 李
国军解释， 患者出现过敏现象的
主要原因与他所服用的药物和
本身的体质有关 ， 过敏体质人
群 更 容 易 发 生 药 物 过 敏 反 应 。
由于过敏的临床表现轻重不一，
容易被人忽视。 很多人在出现皮
肤潮红、 发痒等过敏症状时并没
有引起重视， 及时进行有效治疗。
殊不知， 严重的过敏反应如意识
障碍、 过敏性休克等 ， 甚至可危
及生命。

李国军提醒 ， 想要预防药物
过敏， 在用药之前就要格外注意：
服用正规厂家生产的药品 ， 而非
来路不明、 推荐馈赠或宣称神奇
疗效的产品； 有过敏史的人群要
牢记自己的过敏史， 每次就诊时
都要主动将其告知医生， 以免再
次误用； 服药前， 仔细阅读药品
说明书， 了解其特点和不良反应
情况， 如有可疑反应 ， 立即停药
处理。

要特别注意的是 ， 避免发生
药物交叉过敏， 如对青霉素过敏
的患者， 可能对头孢菌素类药物
也会过敏。

（据长沙市第三医院公众号）

如果晨起后突然发现脖子疼痛 、
活动不利， 多半是落枕了。 落枕多因
睡眠时枕头过高、 过低或过硬， 或睡
姿不良所致， 可采取按压热敷穴位的
方法缓解治疗。

【具体方法】
1.用拇指或中指点按风池、 天柱、

天宗、 曲池、 合谷等穴， 每穴按压半
分钟。 也可热敷以上穴位， 可达到流
通气血、 缓解疼痛的效果。

2.放松颈部肌肉， 疼痛缓解后，
积极进行颈部功能锻炼， 可做颈部前屈、
后仰、 左右侧弯、 左右旋转等活动。

（据 《生命时报》）

类风湿关节炎是一种可以导致关
节疼痛、 肿胀、 僵硬或畸形的慢性疾
病。 即使在医学发达的今天， 其致病
原因也并不清晰。 近日， 国际知名胃
肠病学杂志 《肠道》 发表了题为 《肠
道微生物通过维生素 C 降解途径促进
类风湿关节炎发生》 的原创性研究成
果， 揭开了类风湿关节炎的致病新机
制。 这一研究表明， 类风湿关节炎的
发生或与肠道菌群有关。

上述发现源于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 生物医学科学学
院 （省医药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韩金
祥教授团队的一项研究。 韩金祥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宁康教授、 山东大学张
磊教授为该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

类风湿关节炎是一种以多发的 、
对称性多关节肿痛为主要表现的风湿
免疫病 ， 后期导致关节功能的丧失 ，

甚至残疾， 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并增加患者家庭的经济压力。 韩金祥
团队成员说， 目前我国类风湿关节炎
的患病率高， 预后差， 大部分患者确
诊时常处于中晚期。

该研究发现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维
生素 C 水平过低， 是由于肠道微生物
影响所致， 据此提出了类风湿关节炎
“菌—肠—关节轴” 的致病新机制。 该
研究发现在早期类风湿关节炎发生时，
肠道菌群悄悄启动了 “菌—肠—关节
轴” 机制， 大大降低了人体内维生素
C 的水平。

该研究还发现大肠杆菌与牛链球
菌在类风湿关节炎的早期阶段显著活
跃 。 专 家 认 为 ， 以 上 发 现 为 通 过
“菌—肠—关节轴” 机制治疗类风湿关
节炎提供了新思路。

（据人民网）

暑期警惕孩子患上干眼症

乱服药惹祸！
吃完止痛药， 男子严重过敏全身红肿

健康新知

类风湿关节炎致病原因
或与肠道菌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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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穴热敷， 缓解落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