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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天然染发剂尚不成熟

如今，染发产品种类越来越
多。而消费者大多是根据品牌知名
度挑选产品，染发剂的成分则很少
有人关注。

5月12日上午，在一家商场的
洗化用品专卖店内，女大学生朱莉
正在选购染发剂。她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为了省钱，也为了更安全，她
总是自己买染发剂让同学帮忙染。

“买染发剂我一般不看成分表，
因为全是化学名词，看也看不懂。
我主要选颜色，还看是否为‘纯植
物’成分，以及品牌的知名度等。”朱
莉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在网上，“天然”“纯植物”也成
为消费者搜索染发剂率最高的关键
词。是否“纯植物”“纯天然”的染发
剂就会更安全呢？吴伟伟表示，目
前市面上号称纯天然的植物染发剂
很多都是草本植物与化学染料合成
的，由于天然、植物染发剂中的分子
较大，难以上色和长久维持色彩鲜
明，因此到目前为止，纯天然染发剂
尚不成熟，产品很少。

据了解，目前市面上最普遍的
就是持久性染发剂，其中不少产品
含有对苯二胺等化学成分，具有较
强的致敏性。对以上成分过敏的
人，染发后头面部，特别是眼睑等疏
松部位容易出现红肿。此外，这些
化学成分也会经皮肤吸收，长期接
触可能对内脏系统有损害，还可能
引发贫血，甚至有致癌可能。

染发剂成不合格化妆品重灾区

“头”等大事 染发剂勿乱用
升学季、征兵季、招飞考试、公务员考试

……如今，各种考试都对视力提出了相应的要
求。无论是近视、远视或是散光，当屈光手术成
为我们摘镜的选择时，全方位地了解屈光手术
很重要。屈光手术主要分为角膜屈光手术及晶
体屈光手术。

1.全飞秒激光手术
全飞秒激光手术（SMILE术）是目前全球

最先进的角膜屈光手术方式。手术全程采用
飞秒激光扫描，通过 2mm切口取出角膜层间
透镜，手术过程无刀、无瓣、微创、快速，手术更
为精准、更安全。无需制作及掀开角膜瓣，最
大限度地保持了角膜表面生物力学的完整性
和原先自然的表面张力，避免了传统LASIK术
后上皮植入、角膜瓣移位等潜在风险，更能满
足警察、运动员等特殊职业的要求。同时，角
膜神经损伤少，减少干眼的发生。全飞秒激光
手术使近视矫正的安全性和精确度迈上了一
个新的台阶。

2.半飞秒激光手术
飞秒激光辅助LASIK手术（FS-LASIK术）

采用飞秒激光替代机械刀片完成角膜瓣的制
作，让屈光手术进入全程无刀时代。飞秒激光
制瓣大幅度降低了刀片制瓣的手术风险，角膜
瓣复位更准确，避免了传统刀片使用的交叉感
染风险，提高了手术安全性。目前使用的飞秒
激光手术系统，提升了制瓣速度，降低了制瓣所
需的能量，使切割面更光滑，角膜基质床更平
整，术后视觉质量更完美。

3.个性化LASIK手术
个性化手术包括波前像差引导的LASIK术、

Q值引导的LASIK术以及角膜图引导的LASIK
等手术方式。在传统的LASIK手术基础上进行
优化，术前根据患者角膜情况个性化定制切削方
案，术中用准分子激光对角膜组织进行精密切
削，以达到更好的术后视觉效果。术后反应轻，
患者无明显不适，视力恢复快，但对患者角膜厚
度具有一定的要求。

4.个性化LASEK手术
个性化LASEK手术可以满足某些特殊职业

的需要，如特警、拳击运动员及足球运动员，解决
了LASIK视为禁忌症的一些问题，为一些角膜厚
度相对较薄的患者带来矫正的希望。手术过程
中无需制作角膜瓣，术后需配戴3-5天的治疗性
角膜接触镜，48小时内异物感、流泪症状较明
显。术后视力恢复循序渐进，需滴用激素类眼药
水的时间相对较长。

5.有晶体眼人工晶体（ICL）植入术
屈光性有晶体眼人工晶体植入术（ICL）用

于矫正近视或近视合并散光的技术于2006年
在中国获得SFDA批准。目前为止，在全球范
围内已有 30万人接受过该手术。手术有效、
安全、并发症低，风险可控。适用于高度近视
患者或角膜较薄不适合角膜屈光手术矫正的
患者。

根据不同的屈光状况及角膜形态选择合适
的手术方案达到预期的矫正视力，但所有手术
的前提是详细的术前检查，只有全面系统的术
前评估才能将手术风险降至最低，让手术过程
以及术后的生活全程无忧。

（海南省眼科医院近视屈光专科教授、主任
医师 钟兴武）

省肿瘤医院启动静脉
治疗护理多学科模式

本报讯(记者符王润 通讯员陈琳)近日，海
南省肿瘤医院护理部率先在全省启动了由肿瘤
化疗、血液、超声等临床和医技专家共同组织的

“静脉治疗护理MDT”（多学科）模式。通过发
挥多学科诊疗优势，加强跨科室协作，提高护理
质量，帮助患者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据了解，肿瘤患者与普通患者的护理工作
相比，不仅专业技能要求高，还要针对不同患者
的病情，配合医生和亲属进行各种辅助治疗。
肿瘤患者大多需要通过静脉化疗挽救生命，因
此建立一条好的中心静脉通路至关重要。

■ 本报记者 侯赛
通讯员 赵翠玉

如今，染发剂成了
很多人离不开的日化
品。日前召开的全国
化妆品抽检工作会议
透露，2018年抽检产
品主要以祛斑/美白
类、染发类等产品为
主，其中染发类产品不
合格率最高。

染发剂成为不合
格化妆品的“重灾区”，
日常生活中该如何挑
选染发产品？很多人
青睐的海外染发产品
一定安全吗？近日，海
南日报记者就此采访
了海南省第五人民医
院（海南省皮肤病医
院）皮肤外科和整形病
区主任医师吴伟伟。

过敏体质者染发前要做
皮肤测试

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皮肤病医院
和海口市人民医院皮肤科了解到，无论
是使用进口的还是纯植物的染发剂，都
会有人出现过敏症状。患者的症状多为
头面部红肿、眼睛肿得睁不开、头皮上出
现很多红疹等。

吴伟伟建议，在选择染发膏时，一定
要注意选择包装完好、标示清楚、品牌知
名度高的产品，用前一定要仔细阅读使
用说明，要查看生产许可证号、卫生许可
证号、特殊用途化妆品的批准文号是否
齐全，产品执行标准号是否准确。

在选购进口染发剂时，要在产品上查
看是否标有进口化妆品批准文号，以及国
家检验检疫部门检查合格后加贴的

“CIQ”激光标识。同时，进口产品需要加
贴中文标识，而且中文标识应贴在外文标
识上，将其覆盖。

“如果要保持头发健康，最好不用染
发剂。如果一定要染发，首先需做皮肤
测试，即染发前，先把染发剂涂在耳后皮
肤上，观察24小时内有无出现红肿、瘙
痒等异常反应”。吴伟伟提醒，一年内染
发最好不要超过3次。

吴伟伟表示，染发的时候，要请技师
尽量不要让染发产品接触到头皮和颈
部，如果不慎沾到染发液，应立刻用水冲
洗干净。在头皮有伤口时千万别染发，
以免染发剂的化学物质通过伤口进入到
血液中。染完发后，一定要多清洗几次。

吴伟伟提醒：”染发者一旦出现皮肤
过敏，应立即用清水洗净残留的染发液，
严重者应立即到医院治疗，有过敏史的
人或过敏体质者最好别染发。哮喘病患
者、肝或肾功能不全者、准备怀孕者、孕
妇、哺乳期妇女、病中及病后恢复期患者
切忌染发。”

“代购”染发剂不一定更好

现在，购买染发剂的渠道越来越
多，除了在实体店、网店购买外，海外
代购洋产品也成为时尚。

从事导游工作的李女士常年在
日本和海南两地跑，她经常帮朋友
代购染发剂。

“日本染发剂没有刺鼻味，可能
比国产染发剂要安全些。”李女士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染发剂已经
成为国人在日本代购最火的产品
之一。

海南日报记者从李女士处购买
了一款日本染发剂，发现在这盒染
发剂的主要成分表里，也明确列出
其中含有对苯二胺、间苯二酚、对氨
基苯酚等化学成分，成分跟国产常
用染发剂并无明显差别。

对此，吴伟伟表示，进口产品、
国外代购的染发剂不一定比国产
染发剂安全，不少也含有对苯二
胺等，因为这是染发剂的基本成
分。

屈光手术前
这些手术方式得了解

颈椎病
有效预防要“动起来”

现在，很多人往往是上班对
着电脑，下班对着手机，殊不知长
时间保持同一个固定姿势会给颈
椎造成很大的压力。与此同时，
出门就开车、回家就窝沙发，缺乏
锻炼也为颈椎病的发病埋下隐
患。

海医二附院康复治疗科主任
纪美芳提醒，如果出现后颈部疼
痛，用手向上牵引头颈可减轻，而
向下加压则加重；颈部疼痛的同
时，伴有上肢（包括手部）放射性疼
痛、麻木；闭眼时左右旋转头颈会
出现偏头痛或眩晕等情况，很有可
能是患上了颈椎病。

纪美芳提醒，颈椎病的起病
比较隐匿，病程长，治疗不及时会
遗留神经症状。预防颈椎病最简
单的方法就是“动起来”。要从长
时间的电脑作业中暂时抽离出
来，做简单的头部运动——低头、
抬头、左转、右转、前伸、后缩、顺
逆时针环绕动作，平时也可以给
颈椎做一些轻柔的按摩。除此之
外，多做户外运动，游泳、打球、练
瑜伽都对预防和治疗颈椎病有良
好的效果。

干眼症
避免长时间用电脑

眼睛长时间盯着电子屏幕，并
且长久停留在空调房或户外强风
燥热的环境中，容易诱发干眼症。
干眼症的常见症状包括眼睛干涩、
容易疲倦、眼痒、有异物感等；有时
眼睛太干，反而刺激反射性泪液分
泌，因而造成常常流泪。较严重者
眼睛会红肿、充血、角质化等，时间
长了可能造成角结膜病变，影响视
力。

海医二附院眼科主任吴子东表
示，干眼症属于慢性疾病，需要长期
治疗，平时多注意眼部的卫生，经常
眨眼、闭眼、按摩眼眶，让眼睛保持
活力。“应避免长时间使用电脑，少
接触空调及烟尘环境等干眼诱因；
睑板腺功能障碍者应注意清洁眼
睑、应用抗生素等。”

慢性咽喉炎
切勿大声说话

长期大声说话，容易引发声带
水肿、充血，特别是老师们长期受
粉尘刺激，易引发慢性咽炎。慢性
咽炎患者经常会感到咽喉干燥、灼
热，早上刷牙还会恶心干呕。尤其

是过度劳累和气候变化的时候最
明显，说话声音非常沙哑，有的人
甚至出现短暂失声。

海医二附院耳鼻喉头颈外科
主任冯勇军提醒，工作中经常用嗓
的人平日里要注意用嗓卫生,工作
时切勿太大声或急切地说话,将胸
式呼吸改为腹式呼吸。“老师尽量
不要过分集中授课, 课余尽量少
说话。常用温开水、薄荷口含片润
喉, 以刺激唾液分泌, 润滑喉
咙, 不宜过多食用辣椒等刺激性
食物以及含糖分高的食物。”冯勇
军说。

消化性溃疡
吃饭一定要定时定量

压力大、精神高度紧张、饮食
没规律是上班族们的通病。吃饭
不定时, 加上强烈而持续的身心
紧张, 容易产生焦虑、愤怒等情
绪, 导致胃液分泌增加。胃酸和
胃蛋白酶的升高会损伤肠胃进而
发生溃疡。

海医二附院消化内科主任谢
会忠强调：吃饭一定得定时定量。
要多吃含蛋白质、维生素的食物，
少吃太冷、太热、太甜、太咸的东
西, 少吃地瓜等容易产酸或生葱、
白萝卜等产气的东西。最重要的

还是要放松精神、避免过度劳累,
多做运动, 让自己时刻保持快乐
的心情。

“过劳肥”
科学减压最重要

工作压力大而导致胃口变大；
很少有时间运动；长期睡不够……
很多人每天从早忙到晚，本以为会
变瘦，结果体重反而一路飙升。这
就是“过劳肥”。

海医二附院睡眠心理科主任
王新源表示，工作压力大是导致

“过劳肥”的重要诱因。它会让人
心情低落、暴饮暴食，陷入越忙越
爱吃、越吃越胖的恶性循环。因
此，避免“过劳肥”，科学减压是第
一步。

“面对职场心理问题，应积极
应对，认知自我，对自身作出客观
正确的评价，正视造成心理问题的
根源，提高自身对心理健康的认
知。”王新源建议，职场人士可以学
习并巧妙运用一些心理策略，如积
极的自我接纳、放松技术、心理暗
示等手段，缓解心理问题。当遇到
自我调适不能解决的心理问题时，
要勇于向身边的人倾诉，或是向心
理医生求助，在他们的帮助下积极
应对职场心理问题。

脖子发出轻声抗议，眼睛里面有了沙漠，肠胃忍不住哭泣……

如何远离恼人职业病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通讯员 谭莹

现在很多人因工作忙碌而导致了许多
职业病，常常不是腰酸背痛脖子僵硬，就是
眼干眼涩眼肿胀，还有因压力大而导致的
“过劳肥”。如何防范这些恼人的职业
病？就此，海南日报记者采访了海南医学
院第二附属医院（以下简称海医二附院）相
关专家。

我省95%市县区
已消除碘缺乏病

本报讯（记者符王润）5月15日是我国
第26个“防治碘缺乏病日”。海南日报记
者从省疾控中心了解到，我省碘缺乏病防
治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碘缺乏危害得
到了有效控制。目前，我省95%市县区实
现消除碘缺乏病目标。

据介绍，碘摄入不足可引起碘缺乏
病。碘缺乏病最大的损害就是对胎儿、新
生儿、婴幼儿和儿童的脑发育造成损害，
导致下一代人的永久性智力残疾。孕妇
碘缺乏会导致流产、早产、死产、胎儿先天
畸形等。

2017年全省以乡为单位的居民外环
境生活饮用水碘调查结果显示，我省
94.8%乡镇水碘<10μg/L，处于缺碘地区，
5.2%乡镇水碘在10-20μg/L之间。全省
应继续实行食盐加碘防治碘缺乏病的防
治策略。

食盐加碘是消除碘缺乏病最根本、安
全、经济、简便的措施。外环境缺碘的现
状很难改变，如果停止补碘，人体内储存
的碘最多能维持3个月，因此要长期食用
碘盐。

沿海居民膳食中的碘84.2%来自碘
盐，来自各种食物的碘仅占13.1%（其中海
带、紫菜、海鱼共占2.1%），来自饮水的碘
占2.7%。虽然沿海地区生产海带、紫菜等
富碘食物，但当地居民食用频率和使用量
都较低，不能满足人体对碘的需要量。

我国营养协会推荐每日碘适宜摄入量
18岁及以上成人120μg、孕妇230μg、哺
乳妇女 240μg，可耐受最高摄入量都为
600μg。妊娠期和哺乳期妇女对碘的需要
量明显高于普通人群，需要及时补充适量
的碘。我省现行盐碘含量25mg/Kg，居民
平均摄盐量7g/日，食盐补碘安全可靠。

疾控专家表示，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表
明食用碘盐或碘摄入量增加与甲状腺癌
的发生有关。近几年，全球主要国家无论
是否采取补碘措施，无论碘摄入量增加、
稳定或下降，甲状腺癌的发生率都增加，
并且主要以直径小于1.0厘米的微小癌增
加为主。有研究提示，当前甲状腺癌的

“流行”部分归因于甲状腺筛查，并与高分
辨率B超的广泛应用而产生的对隐匿癌或
微小癌的过度诊断相关。相当一部分微
小癌具有惰性进展特点，恶性度低，预后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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