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侯赛 通讯员 钟友廷

今年 6 月 6 日是第 19 个全国
“爱眼日”，“关注眼健康， 预防糖尿
病致盲”是今年的活动主题。 糖尿病
的危害非常严重， 会导致很多并发
症，而眼睛疾病是糖尿病常见的并发
症。 海南省眼科医院眼底科专家黄雄
高提醒：糖尿病人护眼，控制血糖很
重要， 糖尿病患者应定期做眼底检
查，早发现早预防。

日常生活中，糖尿病患者一般比
较注重血糖控制水平，很少关注糖尿
病与眼睛的关系。 不少患者都是在视
力下降甚至突然丧失时到医院检查
才知得了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简称
“糖网病”）。据统计，目前我国有糖尿
病患者 9000万人以上， 其中 30%左
右有“糖网病”。

超 10年糖尿病史
发病率 50%以上

在海南省眼科医院眼底病科的
门诊室里，63 岁的陈大爷特地来复
诊。 “两年前，我左眼视力下降，没引

起重视，后来不仅完全看不见，还痛得
受不了，到医院一检查，是糖尿病引起
的青光眼，虽然止住了痛，但视力却没
办法恢复。 ”陈大爷说道。 随后，黄雄
高对他的右眼进行了检查， 发现老人
已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晚期， 好在及
时用激光手术治疗后，保住了视力，现
在他每半年都会定期到医院进行眼底
复查，稳定病情。

早期无症状，
视力下降多是晚期
“糖网的致盲率非常高，看诊的

患者大多是因为视力下降前来就诊，
但此时往往都已是晚期。 ”黄雄高介
绍说，由于发病隐匿，早期几乎没有症
状， 因此很多糖尿病患者只注重控制
血糖，对并发症认识不多。

“现在门诊中有一些早期的患
者， 大多是内分泌科住院病人确诊
糖尿病后，医生建议到眼科检查，很
少有患者主动要求检查眼底， 大多
数人对预防糖网的健康意识差。 ”
黄雄高称，糖网发展到晚期，患者会
有视力下降的症状， 如果此时还不
重视，部分病人会诱发青光眼，不仅

完全失去光感，还会感到疼痛。但由
于已错过最佳治疗时间， 所以难以
恢复视力。黄雄高建议，糖尿病患者
一旦确诊，就应马上做眼底检查，并
每年至少检查一次； 已发现糖网的
患者，应遵医嘱定期复查，才能保存
视功能。

定期到医院检查最关键

据了解 ， 糖尿病患者一般在
5~10 年内患上“糖网病”，但很多患
者由于不了解或不在意，等病情发展
到很严重的程度才来就医，从而贻误
了最佳治疗时机。

黄雄高解释，糖尿病性视网膜病
变共分六期，早期眼底只有一些小动
脉瘤，小片出血，渗出等改变，病人的
视力可能很好，不容易发现。 病情进
展到一定程度， 出现了黄斑水肿、玻
璃体出血、牵拉性视网膜脱离、新生
血管性青光眼等改变时，视力就会出
现严重的损害，而且有些病人的损害
是不可逆的。 因此，糖尿病患者一旦
出现视物模糊、眼胀、眼前黑影、双眼
复视，应及时到眼科就诊，尤其是发
病超过 5 年以上的患者，应定期到医

院检查眼底， 发现眼部并发症并及时
治疗。

另外，如果有近期食量、饮水量激
增，体重和体力明显下降，糖尿病家族
史或家族中有糖尿病患者， 确诊糖尿
病、病史一年以上情况，也应尽早到眼
科医院接受检查， 以防糖尿病及眼科
并发症的发生。

“糖网病”
“糖网病”是糖尿病最常见

的严重并发症之一， 可造成不
可逆性视残甚至失明。 临床研
究表明， 糖尿病眼病与病程关
系很大。另外，国际糖尿病研究
资料也证实， 如果血糖控制不
佳， 患糖尿病 5~10 年者，“糖
网病” 发病率为 20%~30%；糖
尿病病史超过 10 年的患者 ，
发病率可在 50%以上。 “糖网
病”已成为继青光眼、白内障之
后我国第三大致盲性眼病。

海口市人民医院
免费筛查糖网病

本报讯 （记者侯赛 特约记者汪
传喜）今年“爱眼日”活动主题为“关
注眼健康，预防糖尿病致盲”。记者了
解到，海口市人民医院眼科门诊将在
本月 5日 -6日免费为广大群众进行
眼底检查，筛查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
病变（简称“糖网病”）。

“去年视力就开始下降，一开始
以为看不清是老花眼， 一查才知道得
了糖网病，若不是及时治疗，眼睛早就
瞎了， 你们一定要好好宣传一下糖网
病啊！” 66岁的吴女士今天一大早就
来到海口市人民医院眼科门诊等待义
诊，并对记者讲述了她的诊疗经历。

据海口市人民医院眼科主任谢
青介绍，普通民众对糖尿病的病发症
只局限于 “烂脚”、“对肾不好”，却
对眼睛的病发症知之甚少。 而不少老
年人常常以为双眼视物模糊是老花
眼的原因而忽视治疗，造成不可逆的
疾病。

谢青说，目前糖网病主要采用手
术、 激光和药物治疗等治疗方法，糖
尿病患者要注意控制血糖，定期做眼
底检查， 尤其是病史超过 5 年的患
者，建议每隔半年检查一次，对于激
光治疗后的患者每隔 3 个月要复查
一次。

■■■■■ ■■■■■ ■■■■■

海南最美
预防接种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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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蔡倩 通讯员 潘婷婷

服务琼海市石壁镇 1.7 万人口、
每年平均接种儿童一类疫苗 5000
余针次、 在基层从事卫生防疫工作
达 20 年，他是石壁镇群众健康的守
护者；

致力于填补辖区免疫接种工作的
空白点、 薄弱点， 把预防接种点设进
村， 多次上山对山区苗胞宣传免疫接
种观念，用真诚敲开了苗胞们的心门，
他是推进防疫战线的智多星。

“性命相托，健康所系”，这是琼
海市石壁镇卫生院防保组组长何子蛟
在 19 岁入行时许下的承诺。 在他 20
年的职业生涯里， 他的每一步都走得
扎实，走得精彩。

“曲线救国”改旧观念

顶着正午的烈日， 何子蛟走进了
石壁镇南通村， 村民蒋文学立刻前来
打了一个“别致”的招呼：“何医生，我
孙女感冒打不了预防针， 过两天好了
一定补！ ”

停住摩托车， 放下肩头的疫苗冷
藏箱， 何子蛟抹一把汗珠， 笑着问记
者：“知道南通村几年前是什么样的

么？ 你得求着村民去接种疫苗！ ”
十几年前， 第一次来到南通村进

行现场调查的何子蛟简直傻了眼：南
通村是一个位于深山中的苗村， 村民
免疫接种意识淡薄， 村里大部分小孩
从未接种过疫苗。

何子蛟开始把村里 7 岁内的儿童
重新进行登记造册， 并下村进行查漏
补种工作， 挨家挨户劝导村民前往石
壁镇卫生院，给小孩接种疫苗。村民们
却白眼一翻：“我家小孩好好的，不用
打针！ ”

当面沟通未见成效，何子蛟想出
了 “曲线救国” 的招儿： 他买来糖
果， 带来宣传画册， 来到村里的小
学， 开始给孩子们讲解卫生防疫知
识。 孩子们带着画册回家，当起了父
母的“小老师”。

转变了观念的村民们开始陆陆续
续把孩子们送来卫生院接种疫苗，转
被动为主动， 何子蛟高兴得整天合不
拢嘴。

“送货上门”真正便民

好景不长， 新鲜了一阵子的南通
村村民又慢慢减少了送孩子来接种疫
苗的次数。 何子蛟急了，骑上摩托车，

又吭哧吭哧地上山了。
“卫生院太远了，孩子又小，一路

上又吹风又晒太阳， 没病也弄出病来
了。 ”村民盘琼玉撇嘴道。

原来南通村的村民出行不便，最
远的自然村离卫生院有 30 多公里，大

部分村道依然是泥土路， 带小孩到卫
生院接种疫苗极不方便。

山不来就我，我便去就山！ 何子蛟
决定“送货上门”，把一个固定预防接
种点设在了南通村， 每月一次集中预
防接种， 解决了村民因山路崎岖而忽

视疫苗接种的问题。 这一招大大提高
了南通村儿童疫苗的接种率和接种及
时率， 尤其是乙肝第一针及卡介苗的
接种及时率。

“真是方便多了，不用再过山过水
地去打针，何医生都做到这样了，我们
没什么好抱怨的啦。 ”盘琼玉如今成为
村里带孩子来接种最积极的村民，准
时及时，一次不落。

“趁热打铁”巩固战线

填补了南通村这个免疫接种工作的
空白点，何子蛟仍觉得自己不能松懈。

“卫生防疫基础设施和服务我们
可以保障， 但村民的卫生防疫观念还
是要经常抓，不然就前功尽弃了。 ”何
子蛟勉励防保组的 4 个组员， 要求他
们“趁热打铁”，巩固这条推进到山村
的防疫战线。

于是， 何子蛟骑着摩托车的身影
依然奔波在崎岖山路上， 在预防接种
点进行接种工作，走村串户查漏补种，
上门宣传通知疫苗接种……

“说那么多招，其实也没有技巧，
踏实工作才是最大的技巧。”何子蛟这
一句朴实的话， 道尽了他对辖区群众
的无限责任。

美瞳无疑是时下年轻人最流行
的拌靓双眼的“利器”，而在扮靓双
眸的同时，也带来不少安全隐患。 尤
其是网店 、 格子铺等小摊小店 10
元 -60 元 / 副售卖的美瞳质量问
题频发， 近来也引发了媒体的聚焦
和相关部门的重视。

据了解，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从今年 6 月 1 日起，实施新版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 对医疗
器械按照风险程度实行分类管理，对
隐形眼镜特别是彩色平光隐形眼镜
（俗称 “美瞳 ”）纳入重点监管对象，
商家如果没有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
证》售卖隐形眼镜，一经发现，处罚 5
万元起步。

无证售美瞳最低罚 5万

新规的出台， 无疑让美瞳市场的
“紧箍咒”更紧了。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医疗器械监督管理处相关负责人
林尤海介绍， 国家对医疗器械按照风
险程度实行分类管理， 第一类风险程
度低，第二类具有中度风险，第三类则
是具有较高风险。 美瞳由于要直接植
入人体，已经在 2012 年被纳入医疗器
械的管理范围， 属于高风险的三类医
疗器械管理范围。 出售隐形眼镜的商
家，不论是眼镜店还是小商品批发城、
化妆品店等，都必须取得《医疗器械经
营许可证》。

林尤海说，相比旧规，新版《医疗
器械监督管理条例》 在惩罚力度上大
大加强。 新规规定，未经许可从事第三
类医疗器械经营活动的， 没收违法所
得、违法经营的医疗器械等；违法经营

的医疗器械金额不足 1 万元的，并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金额 1 万
元以上的， 并处金额 10 倍以上 20 倍
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5 年内不受理
相关责任人及企业提出的医疗器械许
可申请。

美瞳市场并不“美”

林尤海表示， 从今年 3 月我省开
展的医疗器械“五整治”排查结果看，
美瞳市场并没有那么“美”。 一些企业
没有取得相关医疗器械注册证书及相
应生产、经营资质证书，给美瞳“换”
上一身外文包装后就放到市场上销
售， 给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带来很大的
安全隐患。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经营三类医
疗器械隐形眼镜的企业，必须取得《医
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通过正规渠
道进口的美瞳产品， 外包装上要有中

文说明、 医疗器械注册证标识和相应
的规格型号。 ”林尤海说，消费者在购
买美瞳产品时最好到正规眼镜店购
买， 并确认所购产品已获得医疗器械
注册证书， 具体方法是查验产品医疗
器械注册文号， 即查看包装上有没有
“国药监械(准)字”。

美瞳不是人人适合戴

美瞳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戴？ 记
者采访了海南省眼科医院视光中心专
家刘俐娜。 刘俐娜说，“美瞳的使用和
护理，与常规隐形眼镜一样。 美瞳的透
氧和抗蛋白能力较一般镜片稍差一
点，为了眼睛健康，建议大家不要将彩
色镜片当成常戴型镜片去使用。 在日
常生活中不妨备一副普通隐形眼镜和
框架眼镜轮换使用，还可以多换造型，
常换常新。 ”

美瞳属于三级医疗器械， 国家控

制得很严， 原因就是质量差或者佩戴
不合理会对眼睛造成严重的伤害。 刘
俐娜提醒， 长期佩戴或睡眠时佩戴美
瞳均会影响眼角膜的呼吸， 使眼角膜
长期处于缺氧状态， 导致眼睛出现充
血、疼痛、流泪、分泌物增多，引起感
染， 同时也会引起镜片表面湿润度下
降，甚至会出现镜片粘附角膜的危险。
所以，配戴隐形眼镜尤其是美瞳，不能
像戴普通近视镜那样天天佩戴， 更不
能像换衣服一样经常更换不同颜色。

“无论选择何种隐形眼镜都应该先
请专业眼科医师详细检查眼睛状况，
再进行验配。 ” 刘俐娜建议， 正规的
“美瞳”产品可偶尔戴，不过要注意进
行消毒处理， 同时注意不要连续长时
间佩戴。 现代人使用计算机及文案工
作较多， 又长期处于空调干燥的环境
中，难免眼睛干涩疲劳，除了要多眨眼、
多休息外，尽量不要连续戴隐形眼镜超
过 8小时，更不可戴着睡觉。

“我是拜尔小牙医”
大型公益活动首站举行

向社会征集 2万个家庭参与免费
亲子体验

本报讯（记者原中倩 通讯员赵春荣）5 月 31
日，由海南拜尔口腔医院主办的“我是拜尔小牙
医”大型公益活动首站在该院拉开序幕。

据了解，此次活动共设参观学习、知识问答、
观摩实践三大主题。参加活动的小朋友，每人可以
获得免费的牙齿窝沟封闭一颗。 此次活动将征集
海南 2万个家庭参与免费亲子体验， 并向孩子们
赠送 2万颗免费牙齿窝沟封闭。

据介绍，此次公益活动旨在促进以儿童、青少
年为主要对象的口腔预防保健工作， 将分期分批
为我省 2万名儿童做口腔诊疗并建立档案， 让有
龋病的儿童能得到及时的治疗。同时，海南拜尔口
腔医院将利用专业的儿童诊室，再通过角色转换，
让小朋友当“小小牙医”，并由专业的医师协助指
导和讲解，让孩子们了解更多的爱牙护牙知识。通
过“小小牙医”的体验，让孩子们摆脱对看牙的恐
惧和抗拒。 咨询热线：66556933

美瞳市场并不“美”
小心扮靓伤了眼

何子蛟：“送货上门”方便山区苗胞

省妇幼保健院开通
“母婴健康咨询热线”

本报讯 （记者马珂 通讯员孙少文） 海南省
妇幼保健院在“六一儿童节”前，开通了“母婴健
康咨询热线”， 为孕产妇和儿童家长提供免费便
捷的母婴健康信息服务和医院各种业务咨询。

据了解，“母婴健康咨询热线”除了能满足孕
产妇和儿童家长对妇女保健、儿童保健、儿科、妇
产科等方面健康教育知识的咨询， 还能满足广大
群众对医院各种诊疗业务情况的咨询，如：医院开
设的各种诊疗科目，专家就诊时间，就医条件等。
此外， 还向患者进行诊疗或者出院后的电话随访
和满意度调查，同时并接受患者的电话投诉，及时
改进为患者提供优质医疗护理服务。 咨询热线：
36373861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从今年 6 月 1 日起，实施新版《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
对隐形眼镜特别是彩色平光隐形眼镜（俗称“美瞳”）纳入重点监管对象，商家如果没有《医
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售卖隐形眼镜，一经发现，处罚 5 万元起步。

省卫校在全国卫生
职业院校竞赛中夺冠

本报讯（记者马珂） 日前，2014 年首届全国
卫生职业院校“中医药社杯”检验技能竞赛在西
安落幕。这次竞赛项目为白细胞计数、革兰染色和
血糖测定等 3个医学检验常规项目， 分别以高职
组和中职组 2 个层次进行， 其中中职组共 24 所
学校 72 名选手参加角逐， 海南省卫生学校的 3
名选手参加了中职组的竞赛， 并获得团体一等奖
的好成绩。

据了解，省卫生学校高度重视技能竞赛工作，
备赛过程从校领导到每一位指导教师，都认真研究
分析技能竞赛的态势，从理论、技能、心理等全方位
指导参训学生。 在比赛中省卫校选手沉着应战，表
现出色，展示娴熟的技能和良好的精神风貌，获得
评委的一致好评，最终获得喜人佳绩，勇夺团体一
等奖，王建树老师获优秀指导教师，张惠同学获个
人综合特等奖，符艳婷、姜梦婷获个人综合二等奖，
符艳婷获白细胞计数单项一等奖。

耳鼻喉健康全岛行
活动启动
187医院等 20 家医院为市民义诊

本报讯（记者原中倩）6 月 1 日上午，2014 海
南第二届“耳鼻喉健康全岛行”海口义诊活动在
明珠广场举行。在海南省卫生厅的指导下，主办单
位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特邀一八七医院等二十家医
院的众多耳鼻喉权威专家，为海口市民进行义诊。

一八七医院耳鼻喉中心主任邓力山介绍说，
从现场咨询的市民来看，大部分市民对常见的耳
鼻喉疾病的预防知识还相当薄弱，以后还需要多
通过这种类似的活动来加强市民对耳鼻喉疾病
的认识。

这次到海口站为广大百姓做健康宣传义诊的
除一八七医院的耳鼻喉专家外，还有来自北京武警
总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康梦奎教授等众多来自北京
的权威专家。 据了解，这些北京专家不仅在现场为
广大群众排忧解难，对患者们提出的问题给予细致
的解答，而且还在一八七医院耳鼻喉中心坐诊和做
技术交流，将先进诊疗技术带入海南。

2014海南第二届“耳鼻喉健康全岛行”为期
8 个月，共有 18 个义诊站点，包括海口、文昌、琼
海、万宁、陵水、临高、澄迈、儋州、昌江、东方、定
安、屯昌、琼中、五指山、保亭、乐东、白沙、三亚，基
本覆盖海南全岛。

莫让 “网”糖网病 住你的眼！

■ 本报记者 侯赛
通讯员 贺澜起 杨靖 钟友廷

何子蛟在石壁镇南通村询问儿童接种情况。 蔡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