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街边的老花镜往往双眼的度数相同，而
且瞳距固定，但绝大多数老人都存在近视、远
视或者散光等屈光不正的情况，而且双眼老
化程度不同，如果随便配副眼镜，不但无法使
老人的视觉达到最佳效果，反而会产生视觉
干扰，出现眼疲劳等现象。

配老花镜前要到医院做眼睛的全面检
查，包括远视力、近视力、眼压和眼底的检
查。要排除白内障、青光眼以及一些眼底疾
病之后，才能验光确定度数。

老人随着年龄增加，花眼程度也会加
深。一旦老花镜不合适就得及时更换，否则
会给老人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加速眼
睛老花的程度。老花镜使用时间长了，镜片
会出现划痕、老化等现象，造成通光量下降，
影响镜片的成像质量。

老人经常拿放大镜代替老花镜。放大镜
折合成老花镜相当于1000-2000度，长时间
这样“纵容”眼睛，等再配老花镜时就很难找
到合适的度数了。 （桑久）

误区一：图便宜

误区二：不验光不检查配镜

误区三：老花镜一戴到底

误区四：放大镜代替老花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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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医生
候选人投票渠道

1.网络投票：登录南海网

（www.hinews.cn），在首页右下角
活动公告栏目，点击进入“寻找百姓
身边好医生”专题，在候选人中选择
您支持的医生，点击“投票”即可。

2.短信投票：海南省内手机

用户（移动、联通、电信）编辑“您
支 持 的 医 生 编 号 ”发 送 到
1062886622（每个手机号码每次只
能发送一个候选对象编号，资费：
1 元/条，不含通讯费），发送成功
即可收到成功参与的回复短信。例
如：支持 3001 号医生，省内手机用
户 可 编 辑 “3001” 发 送 到
1062886622，收到成功回复短信表
示一次投票成功。

3.电话投票：固定电话用户，

可拨打 16882223 按语音提示进行
投票（资费1元/票，不含通讯费）。

4.海币投票：海币投票：点击

所候选编号下方的“海币投票”，登
录海币系统后即可用支付宝或充值
卡为候选人投票。

票数换算：总投票数=网络投票
数+（短信投票数+电话投票数+海
币投票数）×10

读者参与有奖励

我们将从参与本次活动投票及
参与微博、微信互动的读者中每周
抽取 5 名幸运参与者，给予礼品奖
励（由海南拜尔口腔医院提供的
VIP洗牙卡）。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眼科副主任医师 宋绪华

■■■■■ ■■■■■ ■■■■■■■■■■ ■■■■■ ■■■■■

看绿色植物可以保护视力吗？

读者咨询：
我常常对着电脑工作，朋友说在桌上放一盆

绿色植物，常常看绿色植物可以保护视力，这样做
有效吗？

医师答复：
绿色植物对眼睛有好处并不是指绿色本身对

眼睛有什么好处，而是说远眺大自然的景物可缓
解眼睛的疲劳状态。如果看33厘米以内的东西，
即使是绿色的，对眼睛也没有益处。

凝视远方有助于保护视力，具体方法为：眺望
远处的景物，使眼睫状肌松弛，最好是寻找远处的
绿色景物如草地或绿树。绿色由于波长较短，成
像在视网膜之前，促使眼部调节更放松、眼睫状肌
更松弛，减轻眼疲劳。不要眯眼，排除杂念、集中
精力、全神贯注凝视25秒，辨认草叶或树叶的轮
廓。接着把左手掌略高于眼睛前方30厘米处，逐
一从头到尾看清掌纹，大约5秒。看完掌纹后再
凝视远方的草地或树叶25秒，然后再看掌纹。10
分钟时间反复20次，每天做3次，视力下降严重
的要增加训练次数。此外，做好以下几项也能有
效防止视力疲劳和近视：

1、书写阅读姿式要正确，持续一小时就要休
息10分钟左右。

2、看电视、上网一天累计时间最多不要超过
4小时，最好不超2小时。

3、保持足够的睡眠时间（每天最少8小时）。
4、少吃甜食和碳酸饮料，不要偏食。
5、坚持认真做好眼保健操。
6、坚持户外运动。

孩子“斗鸡眼”是否要治疗？

读者咨询：
我的宝宝1岁多，家中老人发现孩子是“斗鸡

眼”，是否要进行治疗？有没有训练方法？
医师答复：

“斗鸡眼”也称之为“对眼”，有真假之分，应当
注意鉴别。假“对眼”临床上比较多见，有如下原
因可以形成：一是内眦赘皮，或幼儿鼻梁低平、鼻
背部皮肤过宽。二是瞳孔距离过小，当患儿眼球
向左右转动时，常会给人有一种“对眼”的错觉。

假性“对眼”具备正常眼的同时视、融合视及
立体视三级视功能，所以不需要医治。

真性“对眼”临床上称共同性内斜视，斜视不
仅影响外观还影响视力及视功能，一定要治疗，否
则年龄大了再治疗仅能起到美容的效果，却影响
孩子从事某些精细的工作及驾驶机动车等。

区别真假“对眼”的办法很简单，只要将鼻梁
处的皮肤捏起用电筒照射鼻梁处，灯光落在双眼
瞳孔中央就为假性“对眼”，落在眼球角膜的外侧
部分就为真性“对眼”。

不管是假性“对眼”还是真性“对眼”，家长应
在孩子3岁前带到眼科做一次眼睛检查。如此才
可以及时发现不易察觉的斜视和弱视，及时配镜、
弱视训练或手术等治疗，避免丧失最佳治疗时
机。 （记者卓兰花）

戴老花镜有讲究
老花镜不要一戴到底

老年人有了老花眼以后，最好早点配老花

镜。佩戴老花镜时，要注意避开四个误区。

头发没干就睡
易致病

很多人习惯睡前冲凉，湿着头发、
开着空调睡觉。第二天醒来，往往感觉
头痛、乏力。这是因为在一天中，人的
阳气在午夜时分最弱，容易疲惫，抵御
病痛的能力较低。睡前洗头使水分滞
留于头皮，长期如此会导致气滞血淤、
经络阻闭。而且洗完头就在空调卧室
内睡觉，头部对着冷空气吹，会寒湿交
加导致疾病。很多人在睡到半夜会出
现头皮麻木感，并伴随痛感。长此以
往，还会引发头皮下静脉丛炎。

很多上班族白天出门很早，不得不
晚上洗澡。那么，人们应该用吹风机将
头发吹干后再睡觉。湿发睡觉危害很
多，人体处于放松状态、代谢缓慢，抵抗
力会有所下降，容易受凉，导致头痛、腹
痛、腹泻、消化不良和关节不适等。

专家表示，头发其实没必要天天
洗，具体情况因人而异。一般情况下，
以每周洗2—3次为宜；如果常在户外，
油烟、灰尘又较大，可适当增加次数；而
很少外出、头发又不油的人，一周洗一
次也没关系。 （桑久）

连续4小时不运动
有血栓风险

近期，以“工作·生活·动起来”为主
题的“2014世界血栓日宣传活动启动
仪式”举行。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计委血栓
与止血重点实验室主任阮长耿介绍说，
形成静脉血栓最主要有三大诱因，即长
时间住院、手术、长时间不运动。总体
来说，缺乏运动是主要原因，而要远离
静脉血栓，“动”是最有效的防控措施。
世界卫生组织提醒，连续4个小时不运
动就会增加患静脉血栓风险。 （新晶）

眼下正值大枣上市热销的季节，
安徽省近期却接到一些消费者反映，
有不良商贩将青枣通过甜蜜素、糖精
水浸泡后，变成又红又甜的“红枣”。
消协提示广大消费者，购买大枣时要
注意甄别。

安徽灵璧县一些消费者向消协
反映，买来的新鲜大枣红彤彤的很诱
人，但吃起来又青又涩。经调查，这

些“表里不一”的枣大多是被甜蜜
素、糖精水泡出的红枣。而商贩则反
映，“洗药水澡”之后的枣子“红、甜、
好卖”。

对此，安徽省消协表示，甜蜜素和
糖精水都属于人工甜味剂，主要用于酱
菜、蜜饯等加工过程中使用，但不能在
农产品中使用。而大枣属于生鲜农产
品，用甜味剂等浸泡大枣掩盖了其本

身的味道，涉嫌欺骗消费者和滥用食
品添加剂。另外，经常食用糖精水、
甜蜜素含量超标的食品，会对肝脏和
神经系统造成危害，特别是对老人、
孕妇、小孩危害更明显，长期大量食
用还有可能致癌。

为此，消协部门提示，消费者在
购买大枣时要注意甄别。首先，如果
大枣一半青、一半红，而且分界线非

常明显，或全身都比较红且红得发
紫，最好别买；其次，“洗药水澡”之
后的大枣表皮带甜味，但仔细品会有
些苦，用水冲洗后甜度会明显降低，
而遇到皮甜肉不甜的大枣则更要警
惕；此外，“洗药水澡”之后的大枣水
分含量超标，特别容易腐烂，往往一
天过后就出现表皮起皱，这种时候也
最好避免食用。 （据新华网）

■ 本报记者 林容宇 通讯员 王丽娟

“你是重感冒，打两天点滴就没事
了。”10月22日，接受记者采访时，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上安乡中兴村卫生室医
生王成瞩正在给村民看病。

年过六旬的王成瞩皮肤黝黑，长相
与当地的农民没有区别，不同的是身上
的白大褂、听诊器。像所有乡村医生一
样，王成瞩将自己的年华献给了农村和
当地农民。44年来，只要一有紧急病
人，他背起药箱就跑，成了奔跑在乡间的

“120”。从1976年到2012年，王成瞩
担当“接生公”，亲手迎接过58个生命，
许多家庭中的父子两代人都是他接生
的。“现在大家都去正规医院分娩，这样

也更安全了。”王成瞩说。
王成瞩在千余人的中兴村，乃至周

边，几乎家喻户晓。1970年，中兴村有
疟疾流行。王成瞩的父亲长叹一声：“要
是有一位医生来给老百姓治病就好
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当时刚初中
毕业的王成瞩，在父亲这声叹息中，激发
了学医的热情。正巧当年村里有保送到
县卫生局院校学医的机会。在大队书记
的极力推荐下，王成瞩自此走上了学医
的道路。

王成瞩从17岁起从事乡村医生工
作，至今已44年。从没有工资到政府每
月补贴470元的微薄收入，他在工作环
境差，收入低微的情况下，一直坚守在工
作岗位上。

中兴村位于上安乡比较偏远的山
区，与上安乡墟有10多公里距离。从琼
中县城营根出发去中兴村，要走1个多
小时的盘山公路。中兴村的一间平顶房
就是王成瞩的诊室。“最近的病人多是重
感冒，一天最多时有四五例。”王成瞩说。

“这辈子为群众看病应该不下1万
人次了。”王成瞩回忆道。一天凌晨，一
位病人的气管炎发作后呼吸困难，叫小
儿子跑到3公里外的中兴村找王成瞩。
王成瞩背起药箱，三步并做两步走，半个

小时就到病人家中。病人确诊为慢性支
气管炎后，王成瞩给其打针，吃药，1个
多小时后病人的病情得到缓解。随后5
天里，王成瞩每天都去病人家看病情，直
到其完全康复。这种经历，在他的从医
生涯里数也数不清。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王成瞩很照顾
经济较为困难、身患残疾或家庭负担较
重的病人，许多人看病都不收费。

“病人治病要紧，病人舒服了，我就
感到很高兴。”这么多年来王成瞩经常自
掏腰包给群众看病。

琼中上安乡中兴村医生王成瞩：

奔跑在乡间的“120”

44年来，王成瞩为群众看病不下1万人次。 王丽娟 摄

警惕青枣“洗药水澡”变“红枣”

武警海南总队医院数字口腔中心种植修复科主任刘卫国：

先讲故事后看病

■ 本报记者 马珂

“你知道牙齿是怎么长大的吗？”武警
海南总队医院数字口腔中心里，该中心种
植/修复科主任刘卫国拿着一个牙齿模
型，蹲在地上跟一个眼角带泪的7岁小女
孩讲着牙齿的故事。原来小姑娘龋齿疼
痛，爸妈一带她走进诊室就被吓哭了。

“现在你知道了吧？牙齿是我们的
朋友，应该好好保护它。现在，让叔叔给
你看看，牙齿是不是生病了……”15分
钟的故事，小女孩拭去眼泪，让刘卫国牵
着走上牙椅，乖乖张开嘴巴配合检查。

这样的诊疗方法，是刘卫国的绝招。
“作为牙医，除了细心，耐心是必须有的。

现在孩子龋齿情况很严重，其中的大多数
都对看牙医存在恐惧心理。如果牙医耐
心些，就能让孩子减去很多不必要的痛
苦。”刘卫国笑着说。

20年前，因为一次阴差阳错，刘卫国
走上了口腔科的学习之路。在从医和3次
去韩国学习的经历中，刘卫国发现，国内
大多数人仍然没有意识到牙齿健康的重
要。他却越来越意识到牙医的重要性。

“曾有数据表明，成年人中约有
78%左右存在牙齿问题。但是，相对于
高患病率，人们重视牙齿健康的意识并
不高。”刘卫国说，多数患者就诊时，都已
经疼痛得不行。有些人认为只要拔了牙
就没事了，不需要治疗。

“一拔了之并不适合每一个人。我
们时常建议保守治疗，但是患者却时常
不配合，甚至误解我们是为了赚钱才不
拔牙。”刘卫国说，如果牙医没有足够耐
心去解释，甚至不顾后果进行简单错误
的治疗，那对患者是极不负责任的。

多数牙医最头疼的是遇到年龄小
的患者，可刘卫国却有一套。“其实并不
难，只要肯花时间去跟孩子讲故事，交
朋友，消除他们的恐惧就好。”刘卫国说
道。在他的小患者中，有时三四分钟的

换药，他都可以耐心的用半个小时来与
孩子们交谈聊天。“我见过有的十几岁
的孩子来看牙，满口牙都烂完了，太可
惜了，这会影响他一生的牙齿健康。”刘
卫国说，消除孩子对看牙医的恐惧，可
能会给孩子树立起一生受益的口腔健
康意识，这也许只需要医生多花些时间

和耐心。
采访结束，正值放学时间，一个孩子

进来串门。“这是我以前的小患者，家住
附近，刚来的时候也哭鼻子呢，后来再
也不怕治牙齿了。他有时放学早了还
会过来找我玩。”说到这里，刘卫国感到
特别自豪。

人物介绍：刘卫国

武警海南总队医院

数字口腔中心种植修复科主任

推荐单位：

武警海南总队医院

投票编号：3052

刘卫国认为，相对于目前牙齿的高患病率，人们重视牙齿的健康意识并不高。
马珂 摄

制图：石梁均

海南日报健康周刊“医师信箱”栏
目，针对读者提出的疾病、用药、膳食等
问题，请各大医院的专科医生解答。您
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任选其一）将问
题提交给我们：

1、关注“海南日报健康周刊”微信公
众号，并留言。

2、也可以发邮件到健康周刊邮箱：
hnrbjkzk@qq.com。

■ 本报记者 马珂

每年十月是全球乳癌防治月。据了
解，乳腺癌是女性健康第一大杀手。近年
来我国乳腺癌发病率较高，而且发病年龄
逐渐年轻化。乳腺癌应如何预防？携带
遗传基因是否需要切乳？专家表示，乳腺
癌的定期检查比治疗其实更加重要。

省妇幼保健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
吴忠称，乳腺癌的发病几率除与家族遗
传有关外，还与人们不良生活方式有很
大关系。如吃快餐食品、高热量食品也
会增加患乳腺癌的风险。

此外，年轻白领精神压力都较大，影
响或抑制了体内正常的免疫功能；不愿
生育或推迟到30岁以后生育；使用美
容、化妆品比例较高，部分用品中含有大
量激素。这些因素都增加了女性患乳腺
癌的风险。

海南现代妇婴医院乳腺科主任黄玉
新称，乳腺癌的定期检查比预防治疗更

加重要。
乳腺癌虽高发，但若在早期发现完

全可以控制，甚至可能治愈。为了尽早
发现乳腺癌，一方面应定期做乳腺癌筛
查，早期乳腺癌的 10 年生存率可达
80%；另一方面，女性要学会每月做一次
自我乳房检查。检查时，要注意乳房的
大小是否对称，是否有小结节，乳房的皮
肤、乳房的位置有无变化。发现有可疑
的变化时，应及时去医院做专科检查。

“并不是每一位乳腺癌患者都需要
切除乳房，相当一部分患者可以选择保
乳治疗。”吴忠介绍，病情发现得早，且
条件适合，一般都可以进行保乳治疗。
保乳治疗与传统乳腺癌手术相比，不仅
可以减少手术并发症，还能提高生存质
量，并且可获得与切除手术相同的长期
生存率。

专家表示，要想远离乳腺癌，应该养
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熬夜、保证睡眠，
不抽烟、酗酒，少吃快餐等垃圾食品。

乳腺癌成为女性健康第一杀手

养成良好生活习惯远离疾病

20至39岁普通女性，如果是非高危人群，一般不推荐乳腺筛查，
但应该定期体检；

40至49岁普通女性，应每年做1次乳腺X线检查和临床体检；
50至69岁普通女性，应每1至2年做1次乳腺X线检查和临床体检；
70岁或以上的普通女性，可每2年做1次乳腺X线检查和临床体

检。
高危女性，建议提前进行筛查（40岁前），筛查时间推荐为每半年

1次，筛查手段除了临床体检、B超、乳房X线检查外，可以应用MRI
（核磁共振）等新的影像学手段。

乳腺癌筛查应定期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