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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手术是治疗白内障最有
效的方法，临床常用的是超声乳
化晶体吸除联合人工晶体植入
术。简单来说，白内障手术分为
两步：第一步是吸除已经浑浊老
化的旧晶状体，第二步是植入新
的人工晶状体。那么，晶体该如
何选择呢？

硬性和软性人工晶体
硬性晶体：即普通人工晶体。

切口大，恢复慢，价格便宜，效果可
靠，弹性有限，不可折叠。

软性人工晶体：切口小，恢复
快，无须缝合，弹性较好，可以折叠，
适合大多数患者。

球面和非球面人工晶体
球面晶体：白天视物清晰，夜间

效果稍差。可满足白内障患者复明
的基本需求，由于球面晶体光线透
过球面透镜时无法汇聚到一个点
上，造成中央视力和周边视力出现

“像差”。
非球面晶体：白天夜晚都可拥

有良好的视觉质量。非球面晶体是
在球面晶体的基础上通过面形的微
小变化，使光线聚焦在一个点上，从
而较好地克服了相差问题。因此，
想获得更好的视觉质量，可选择非
球面晶体。

单焦点和多焦点人工晶体
单焦点晶体：单焦点通过光学

作用只能在视网膜上形成一个焦
点，患者如果选择看远的话，那么看
近就会模糊。相反，如果选择看近，
那么看远就会模糊，二者不可兼得，
术后需佩戴眼镜。

双焦点晶体：双焦点有两个清
晰的聚焦点，既能满足开车出游，也
能满足日常读书看报、玩手机的需
求，但缺少中距离视力。

三焦点晶体：可看远、看中、看
近，一体化解决白内障和老花问题，

患者术后阅读和使用电脑工作都不
用戴眼镜，可同时享受全天候、全视
程较佳视力。

特殊人群的晶体选择
角膜散光较大的白内障患者：

如果植入普通的人工晶体，无法减
轻原有的角膜散光，影响患者视觉
质量，建议选用矫正散光的人工晶
体。

经常使用电子产品的白内障患
者：可选择蓝光滤过型人工晶体，滤
过对眼睛有害的紫外线和蓝光，减
轻术后畏光、蓝视等症状，保护视网
膜的功能。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葡萄膜炎
及青光眼术后的白内障患者：可选
择疏水性丙烯酸材质或者表面经过
肝素处理过的人工晶体，以减少术
后的炎症反应。

眼底病变并发白内障的患者：
可能存在视物变形，所以不能选择
多焦点的人工晶体，最好选择植入
普通单焦点晶体。

高度近视的白内障患者：晶体
囊袋非常大，可选用适合囊袋很大
的人工晶体。

眼轴过短、前房狭窄的白内障患
者：需要选用比较薄细的人工晶体。

选择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白内障患者选用哪种人工晶

体，应该结合自身情况和工作、生活
的用眼需求，与手术医生沟通，进行
个性化晶体选择。对视觉质量要求
低，经济不宽裕的患者可考虑普通
球面单焦点人工晶体；经济条件优
越且追求视觉质量的患者，可考虑
特殊设计的人工晶体包括非球面，
多焦点或矫正散光的人工晶体。但
无论选择哪种人工晶体，其性能都
是非常稳定的。

（海南省眼科医院白内障、青光
眼专科主任医师 陈海波）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我感觉重新‘活过来’了。”近
日，三亚市民孙女士由于脖子不受
控制地摆动来到三亚市中心医院疼
痛脊柱微创中心接受治疗后，发出
了这样的感慨。多年来，孙女士饱受
肩颈疼痛的痛苦，“从2012年起，我
的脖子、肩膀开始酸痛，起初也没太
在意，后来越来越疼，才意识到要去
看医生，看了几家医院的骨科和神经
内科都没有得到根治。”孙女士说。

对于身体出现的疼痛问题，不
少患者容易忽视，尤其是肌肉、骨骼
和神经系统的疼痛。在三亚市中心
医院疼痛脊柱微创中心主任荣雪芹
看来，患者对疼痛问题不够重视主
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患
者缺乏认识，认为疼痛只是疾病的
一种症状，病好了自然就不痛了；另
一方面，医院科室设置不完善，一些
医院没有设置疼痛专科，患者没有
及时找到合适的科室和专科大夫，
耽误最佳的诊疗时间。

“许多慢性疼痛本身就是一种
疾病，需要去专科诊治。由于肌肉、
骨骼和神经系统的疼痛在国内多数
医院中没有专科治疗，在人们的认
识中头颈肩腰腿疼痛要挂骨科、神
经内科门诊，但是往往得不到满意
的治疗。”荣雪芹说。2017年，三亚
市中心医院疼痛脊柱微创中心成

立，融合疼痛医学、脊柱微创技术及
康复医学手段，一站式缓解退变性
脊柱疾病的疼痛和功能障碍。

如今，健身的理念逐渐深入人
心，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运动对健
康的重要性。但是每个人的身体情
况不一样，适合的运动也不一样。
在日常生活中，有不少因为不科学
运动导致伤病的例子，例如有人认
为爬楼梯的健身方式方便有效，但
是长期下来会对膝盖软骨造成损

伤；听说跑步对身体好，但是有人跑
了一段时间后却添了膝盖疼、脚板
疼等烦恼。

“运动要讲究科学，在有条件的
情况下，我推荐大家找专科医生进
行综合评估后制定一套适合自己的
运动方式。我们通过选择合适的运
动，养成规律训练的习惯，可以让自
己的肌肉骨骼年轻化，预防多种疾
病。”荣雪芹说。

“以腰背疼痛为例，我们在经过
全身的综合评估后，发现腰背痛的
根源几乎很少在疼痛发生的部位，
腰椎间盘突出往往早期是由胸廓僵
硬、骨盆和下肢轴倾斜或者髋伸肌
挛缩导致的。我们团队的医生首先
解决患者的疼痛问题，让患者紧张
的腰背部肌肉释放压力，同时锻炼
身体的感知能力。”荣雪芹说。

针对腰背疼痛患者，荣雪芹建
议可以进行这样的训练：仰卧在地
板上，腹部朝天花板方向抬起，借助
于重力的作用，用地板作为滑动的
平面，将背部缓缓落回地面，慢慢放
松下来；与此同时，治疗师用双手左
一下右一下交替向患者脚的方向推
他的骨盆。

荣雪芹还建议利用琐碎时间进
行运动，可以准备一些小而轻的器
械，例如弹力带、弹力球、瑜伽垫等，
放在随身包或者办公室里，方便随
时可以运动。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通讯员 董莉

儿童健康历来是家长最关注的
问题之一。许多家长都会不吝钱财
给孩子进补燕窝、鱼胶、冬虫夏草等
营养品。海口市中医医院儿科主治
医师陈玉提醒，儿童正处于生长发
育期，盲目进补会导致儿童性发育
提早，只有倡导合理营养、平衡膳食
才有助于预防营养不良和营养过剩
的发生。

“海南有医院曾出现过2岁多
女童来月经的临床案例，主要原因
就是家长在辅食期每天喂食孩子豆
腐脑加蜂蜜，导致孩子性早熟。”陈
玉表示，虽然豆制品是大众印象中
的健康食品，但大豆中富含大豆异
黄酮（植物雌激素），长期食用不仅
导致儿童性早熟，还进而干扰下丘
脑垂体性腺轴，导致孩子长不高。

许多家长认为孩子吃得越多
越健康，给孩子大量进补高蛋白、
高脂肪、高热量的“三高”食品和补
品，造成孩子偏食，出现体重超标、
体态变形，导致行动迟缓、动作不
灵活，容易出现骨折及扭伤。陈玉
认为，青少年都处在生长发育的旺
盛时期，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服用
额外营养品的，关键是营养均衡，
不偏食。

“正常一日三餐就能保障孩子
的健康，小孩胃口不好，要及时找出
原因，而不是盲目进补。”陈玉曾在
门诊遇见过5岁才首次因感冒就医

的儿童，她认为健康的体质并非靠
昂贵的补品吃出来，关键在于家长
日常的细心照料。“家长在日常饮食
中应有意识地让儿童吃些杂粮、粗
粮，同时还要多吃些薯类、水果、干
果、乳类、蛋类等低脂肪高蛋白和维
生素含量较高的食物，这样才能保
持营养的均衡。”

“当然，如果孩子体弱，也不是
完全不能补。比如，夏天天热，孩子
不爱吃饭，家长就可以多给孩子补
充维生素C。”陈玉建议，夏天因天
热，孩子容易食欲不佳，可以食用西
瓜、马蹄茅根水等解暑。季节交替

时，容易出现流感、疱疹性咽颊炎、
手足口病等疾病，可以适当食用橙、
百香果、猕猴桃等富含维生素C的
当季水果，以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

陈玉提醒，促使儿童性早熟的
激素一般“藏”于儿童益智增高类的
滋补品及一些高能营养食品中，不
仅对健康不利，过量吃还会影响肠
胃的消化功能，进而影响食欲。因
此，家长最好给孩子提供健康的零
食，可以多吃全麦饼干和营养麦片，
以及新鲜蔬菜和水果，可以适当吃
一些奶酪酸奶，高糖高盐的食物尽
量要少吃。

本报讯（记者符王润 实习生 邓
欣）“感谢医院的医生护士们，是他
们给了我的孩子第二次生命。”8月
9日，在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
准备给自己的孩子铭铭办出院手
续的邱女士眼里闪烁着泪花。出
生胎龄仅 24 周、体重 870 克，铭铭
在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医护
人员的帮助下，进行了长达 120天
的生命闯关，终于在当天顺利出
院。铭铭的成功救治，也刷新了我
省可救治存活最小胎龄危重症早
产儿的记录。

今年 3 月，家住儋州的邱女士
出现早产的征兆，在当地医院经过
4 天的保胎治疗后仍出现临产征
象，不得不提早分娩。此时的邱女
士仅怀孕24周，离预产期还差整整
110天。3月14日邱女士由当地医
院连夜转入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
心产科。

3月17日邱女士即将分娩，因为
胎儿体重和胎龄过小，新生儿科医师
提前做好预案迎接铭铭的出生。出
生后的铭铭体重只有870克，无明显
呼吸，全身皮肤紫绀、四肢松软，心率

弱且慢。此刻，时间就是生命。医院
复苏团队立即对铭铭进行了清理气
道、气管插管，几分钟后铭铭心率逐
渐上升，肤色逐渐红润，被转入新生
儿重症监护室。

由于超早产和出生窒息等因素，
铭铭的治疗过程几乎经历了一个早
产儿可能出现的所有问题，反复腹
胀、喂养困难、感染、颅内出血……面
对一道道难关，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的医护人员一边不断地鼓励邱女士
要有信心，一边充分发挥多学科协作
的优势，集合新生儿科、产科、小儿眼

科、康复科以及超声、放射等多个学
科专家，制定多学科救治方案。医院
护理团队更是组成“一对一”特护团
队，不仅对患儿进行24小时专人护
理，还提供“袋鼠式护理”、家庭参与
式护理服务，让邱女士每日进入病
房，让孩子直立式贴在母亲的胸口，
用母亲的怀抱为孩子提供所需的温
暖及安全感。

经过120多天日日夜夜的精心
救治，医护人员克服各道难关，铭铭
体重逐步升至3000克，各项生命体
征平稳，最终达到出院标准。

据了解，正常新生儿一般胎龄为
37 周—42 周，出生体重 2500 克—
4000克，体重小于2500克为低出生
体重儿，小于1500克的为极低出生
体重儿，小于1000克的为超低出生
体重儿，而胎龄小于28周的为超早产
儿。我国早产儿的发生率约为8％～
10％，死亡率为12.7％～20.8%，而体
重<750g、胎龄<26周的死亡率和致
残率很高。尽管近年来超低出生体
重儿的治疗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治疗
过程中仍随时可能出现各种严重并
发症。

运动有规律 骨骼更“年轻”
科学运动有助于慢性疼痛疾病治疗

儿童盲目进补或致性早熟
专家提醒：儿童膳食重在均衡

我省胎龄最小早产儿救治成功
宝宝出生胎龄仅24周、体重870克，120天完成生命闯关

“孩子牙齿会换一次，有蛀牙
又有什么关系，反正都会长出新的
牙齿啊。”这是许多家长对蛀牙的
错误理解，大概有70%的家庭都
有这样错误的观念。

1.蛀牙在医学中称为龋齿，龋
齿是细菌性疾病，可以继发牙髓炎
和根尖周炎，甚至能引起牙槽骨和
颌骨炎症，任由其发展，最终结果
会导致牙齿丧失。

2.龋齿是人类尤其是儿童常
见且普遍的口腔疾病之一，世界卫
生组织已将其与肿瘤和心血管疾
病并列为人类三大重点防治疾病。

3.乳牙龋坏严重，造成咀嚼功
能降低，影响儿童的营养摄入，对
生长发育造成影响。

4.牙齿一生只有一次替换，已
发生龋病的乳牙可发展为根尖周

病，感染侵蚀周边其他牙齿。
5.龋齿早期的形成会侵蚀牙

齿表面，使得牙齿表面微微发黑，
但不会引发疼痛，常被忽视；当龋
坏侵蚀至牙根，发生严重的疼痛，
继而发展会侵蚀未萌出的恒牙，导
致恒牙发生龋坏。

6.乳牙因龋病早失，造成恒牙
间隙缩小，因生长空间不足而发生
位置异常。

7.孩子正在发育成长、学习新
知识接受新事物的阶段，龋齿会影
响美观和正确发音。

如果孩子牙齿已有龋齿发生，
应尽快到正规的口腔医院进行检
查及诊疗，不可一拖再拖，以免影
响孩子新牙的萌出，发生不可挽回
牙齿的损失，造成孩子身体和心理
的双重伤害。

乳牙龋坏不容忽视

本报讯（记者符王润 实习生邓欣）海南日报记
者从海南省人民医院获悉，该医院研发了“海南省
人民医院互联网医院信息平台”（医院微信小程
序），并联合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推出药品的物流配
送功能，患者就医取药不排队，海南省内可快递送
到家。

海南省人民医院上线微信公众号、支付宝
服务窗以来，就诊人使用手机即可完成挂号、
诊疗单据缴费，操作方便快捷，完成缴费后患
者去药房取药。目前上线初期，药品配送范围
仅在省内开展，后续将开展中药代煎快递等各
项服务。其中，配送费 15元，医院不收取任何
费用。

据了解，在医生开具处方单、患者完成缴费
后，可以在“海南省人民医院”微信小程序上选择

“药品配送”，并填写配送信息，将处方单交至门诊
西药房17号窗口，快递员就会到药房揽件，将药
品送给患者。

省人民医院推出药品配送服务

省内可快递送药到家

白内障患者的晶体选择：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生酮饮食提倡高脂肪、低碳水、适量蛋白质的
饮食结构，受到一些减肥人士的推崇。然而近期刊
登在国际期刊《营养素》的一项新研究发现，在短期
生酮饮食之后如果立即恢复正常碳水化合物摄入，
很容易造成血管损伤。

研究人员以9名健康年轻男性为对象，让他们
在采用为期7天的生酮饮食法后喝下含有75克葡
萄糖的饮料。他们的生酮饮食结构为70%的脂肪、
10%的碳水化合物和20%的蛋白质，符合当下流行
的生酮饮食法。

结果显示，这些人体内出现一些生物标记物，
提示血管壁受损。研究人员认为，造成这种损伤的
最主要原因是短期生酮饮食使体内糖稳态受损，恢
复碳水化合物摄入后血糖迅速升高引发代谢反应，
导致血管细胞脱落。

这项研究的通讯作者、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
大学奥卡诺根分校副教授乔纳森·利特尔说，对心
血管疾病高风险人群而言，使用生酮饮食法后一旦
血糖激增，反而会对血管产生不利影响。

研究人员说，由于这次参与研究的对象均为男
性且人数较少，未来他们需要更多研究来验证这些
发现。

有观点认为，生酮饮食可以让身体进入“酮症”
状态，以体内脂肪而不是葡萄糖作为能量来源。但
一些专家认为，长期坚持这种饮食法存在健康风
险。 （据新华社）

生酮饮食减肥
或有血管损伤风险

一项由多国研究人员参与的研究显示，如果孕
期夫妻关系紧张，孩子两岁前出现情感和行为问题
的可能性会增加。

英国剑桥大学、伯明翰大学、美国纽约大学和
荷兰莱顿大学研究人员调查来自英国、美国和荷兰
共438名初次怀孕的孕妇及其配偶后得出上述结
论。研究人员分别在孕妇孕晚期、宝宝4个月大、
14个月大和24个月大时，让调查对象填写问卷，接
受面对面访谈。问卷内容涉及调查对象是否出现
焦虑和抑郁症状，访谈内容包括夫妻关系，以及子
女情感和行为问题。

结果显示，首次怀孕的女性产前幸福感直接影
响孩子两岁前行为。如果孕期感到精神压力大和
焦虑，她们的孩子更可能在两岁前出现行为问题，
如乱发脾气和躁动。另外，如果夫妻关系在女方产
后初期紧张，孩子两岁前出现爱哭、闷闷不乐、易受
惊吓等情感问题的几率增加。

研究人员在美国《发育与精神病理学》季
刊刊载的论文中写道，数据显示，女性孕期中
夫妻双方心理健康问题对子女行为方面的影
响独一无二。虽然越来越多证据显示孕产妇
心理健康重要，但这项研究“强调需要将对孕
产妇的（精神）支持扩展至男方，考虑新手父母
的关系好坏”。 （北京日报）

孕期夫妻关系紧张
或影响宝宝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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