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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眼科医院特约科普

眼药水，你用对了吗？

本期科普专家介绍：陈彦婷 海南省眼科医院
主治医师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眼部健康
越来越关注。眼药水是治疗眼部疾病、缓解眼部
不适的药物，你会正确使用眼药水吗？

眼药水不可乱用

有事没事来一滴，不可取。盯电脑太久眼睛
疲劳，来一滴；看书太久眼睛发痒，来一滴。你是
否也是一样，把眼药水当成眼睛的矿泉水，有事没
事来一滴。眼科医生告诉你，这样不可取。引起
眼部不适的原因很多，如感染、过敏、疲劳等等。
只有明确病因后选择适当的药物才能治疗疾病，
缓解症状。眼药水种类很多，药店一般能买到的
是缓解疲劳的眼药水。而治疗青光眼、抗感染、抗
炎等作用的眼药水，应在医院专业眼科医师诊断
后才可开具处方。

眼药水长期频繁使用，不可取。任何一类眼
药水都应按规定的频率和治疗时间使用，过度使
用可能导致不良反应。如果长期使用抗生素类眼
药水，可破坏眼部的正常菌群，相当于破坏了眼部
的生态平衡，从而导致新的眼部疾病产生。如果
长期使用激素类眼药水，可能会导致青光眼、白内
障等疾病的发生，还可能继发严重的眼部感染，包
括角膜的真菌感染等。而原本在安全用量范围内
无害的防腐剂，也可能因为眼药水用量过大、用药
过于频繁，伤及角膜。

开封的眼药水有效期内放心使用，不可取。
有效期不等同于使用期。眼药水如未开封，在规
定条件下可保存至有效期，但是一般而言，眼药水
一旦开封则最多可使用4周（单支小包装的眼药
水，一小支最好在24小时内用完），这是因为眼
药水开封后极易在使用和保存过程中被泪液及
空气中的微生物污染。因此眼用制剂使用时要
注意瓶口勿接触眼睛。使用后应将瓶盖拧紧，以
免污染药品。

滴眼药水的方法

药水滴在黑眼球上，错误。
经常有患者把眼药水滴在黑眼球上，以为这

样会取得更好的疗效，实则不然。这样的操作会
使得药液刺激角膜后，眨眼次数增多，使药液外流
而降低疗效。同时，药物直接接触角膜，也会给角
膜带来更多的药物性损伤。

眼药水滴在结膜囊内，正确。
滴眼药的步骤：清洁双手，打开瓶盖将盖口朝

上放置，头稍往后仰，用手轻轻把下眼皮向下拉成
袋状，将眼药水滴在结膜囊内，滴完后用手指轻轻
按住内眼角的位置2-3分钟，防止眼药水进入鼻
腔咽喉。

注意眼药水的保存

大多数眼药水是可以常温保存的，但也通
常需要放在避光阴凉处，因此不建议贴身放
置。有些特殊类型的眼药水需要放在冰箱里保
存，否则很快就会变质。眼药水使用前，应花点
时间看看使用说明书，使用后根据其要求进行
有效保存。

第26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

健康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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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因为严重的牙周病、龋
齿、牙外伤等原因面临着缺牙问
题，更是有很多人受旧观念的影响
认为“老掉牙”属于正常现象，于是
对缺牙放任不管，其实是错误的想
法，牙齿长期缺失不补，不仅危害
口腔健康，还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危
害。

危害一：影响咬合关系。邻牙
失去依靠，会慢慢偏移长歪，最后造
成牙齿松动；

危害二：影响脸型、显老。对侧
牙齿长期缺乏咬合对象，导致咬合
紊乱，形成左右脸不对称；如果缺牙
过多，脸颊呈凹陷，显老；

危害三：引发口腔疾病。缺牙
区域容易堆积食物残渣滋生细菌，
再加上不注重清洁，容易引发龋齿、
牙周炎等口腔疾病；

危害四：影响咀嚼消化功能。

食物咀嚼不到位，增加肠胃负担，严
重时还会引起肠胃炎症；

危害五：说话漏风。如是前牙
缺失，则会导致说话漏风，含糊不
清；

危害六：牙槽骨萎缩加重。长
期缺牙，牙槽骨吸收严重，易导致骨
密度和骨量降低，最终连优选的种
植牙修复都难以修复。

牙齿缺失应尽早进行修复，
以免影响到正常生活和身体健
康。目前，种植牙已经成为牙齿
缺失的首选修复方式，所用的种植
体材料与牙槽骨的相容性强，在使
用者的正确维护下，使用寿命可以
达到几十年。种植牙对技术和环
境的要求较高，在选择医院时应该
更加慎重，应选择卫生消毒环境优
良且专业正规的口腔专科医院进
行。

■ 本报记者 侯赛

由海南省肿瘤医院承担的
“国家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
去年7月在海南落地实施，海口
成为全省首个试点城市。该项
目对肺癌、乳腺癌、肝癌、上消
化道癌和结直肠癌等五大类癌
症进行免费筛查，帮助百姓及
早发现疾病隐患，减轻患者和
社会负担。

自承接该项目以来，省肿
瘤医院已先后深入海口市长
滨、长流、西秀、秀华、金盘、和
平南、桂林、山高等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或卫生院开展“五癌”免
费筛查，完成“五癌”初筛7000
多例。今年1月，因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该项目暂时停止。

3月26日国家城市癌症早
诊早治项目已在该院重新启
动。年龄在45-74岁之间，海
口市常住户籍人口，均可就近
前往相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
卫生院报名参加。详情可拨打
咨 询 热 线 ：18689625511；
18689523893；96398。

本报讯（记者马珂）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人们出行减少，导致献血者骤减。得知血库缺血
状况，海南金域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组织全体
员工无偿献血。4月12日至15日，有45人参与
献血，献血量达1.56万毫升。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到4月底，积极参
加无偿献血活动，是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坚持了13年的公益活动。从2007年
起，每年在“五四”青年节前后，该企业都会联合
爱心企业、机构开展“热血青春，汇聚大爱”无偿
献血活动。海南金域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2014年开业起，传承总公司的传统，连续7年开
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累计组织献血人数209人
次，献血总量超过6.6万毫升。

无偿献血 助力战“疫”
海南金域组织全员献血

健康速递

远离癌症 从早癌筛查开始
■ 本报记者 马珂 通讯员 陈琳

五大类癌症免费筛查
海口市常住户籍人口可报名缺牙不补，危害多大？

海南口腔医院

免费筛查口腔颌面部疾病
本报讯（记者侯赛）4月9日，海南口腔医院

口腔颌面外科病房正式开始收治住院患者。该院
“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公益活动同步启动，面向
所有人群免费筛查口腔颌面部常见疾病。

其中包括：口腔颌面部良性肿瘤、恶性肿瘤、
囊肿、颞下颌关节疾病、睡眠呼吸障碍（鼾症）、先
天性唇腭裂、牙颌面畸形、血管淋巴管畸形、三叉
神经、面神经疾患等。

据悉，此次公益筛查活动覆盖病种广泛，市
民、游客如有口腔、面部问题均可咨询医院。如符
合病种条件，一律享受免费筛查。免费筛查活动
于4月 9日起接受报名预约，筛查活动时间为
2020年4月15日—7月15日。筛查地点：海口市
友谊路50号海南口腔医院总院。

每年4月15日至21日是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4月15日上午，以“癌症防治，共同
行动”为主题的海南省“第26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活动在省肿瘤医院正式启动。“百
名专家肿瘤防治大型义诊”同时在现场和线上举行。

近十年来，随着人们防癌意识逐年提高，越来越多肿瘤患者得以通过体检和筛查做
到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我国的恶性肿瘤生存率比十年前提高了10%左右。

“‘一早防百癌’是目前世界肿瘤防治领域的共识。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肿瘤
防治最有效的手段。”省肿瘤医院副院长余书勇说。

健康体检
不等于早癌筛查

现实生活中，不少人对早癌筛
查存在一些误区。

“普通体检并不等同于防癌筛
查。”余书勇介绍，普通体检是对
心、肝、肾功能、血糖、血脂、血压等
进行检查，掌握人体的一般状况，
可以早期发现一些常见的慢性
病。而癌症的筛查往往要根据不
同年龄不同情况来选择，比如有乳
腺癌家族史的人，40岁以上的女
性则注重选择乳腺B超和钼靶检
查。抽烟的人群也应该每年做胸
部低剂量的螺旋CT。所以需“有
针对性查癌”，健康体检与筛查肿
瘤的体检所包括的项目不一样。

余书勇称，90%的癌症早期是
没有症状的，必须依靠有针对性的
规范化筛查手段来发现。目前，在
很多体检中心都有防癌体检，就是
以发现癌症为目的的检查。

有癌症家族史的人，需针对性
检查。以有胃癌家族史的人为例，
胃癌筛查方法有胃部X光、胃镜、
胃蛋白酶原检查与幽门杆菌抗体
检查。建议首先做胃部X光检查，
如果发现“疑似病变部位”和“恶性
可能程度”则应该继续选择胃镜、
幽门螺旋杆菌、胃蛋白酶检查。这
就是说，即便在早癌筛查中发现异
常，并不能说明就一定是癌症，因
此，一定要接受之后的更为高级、
精密的检查来确诊。

“早期筛查”
是唯一特效药

今年49岁的海口市民吴女士
怎么也没想到，无意间进行的一次
免费城市早癌筛查，帮她“揪出”了
中期直肠腺癌。去年12月，她到
社区参加筛查，现场初筛属高危人
群，筛查社区医生建议她到海南省
肿瘤医院做进一步检查。经胃肠
镜检查发现吴女士有直肠肿物、结
肠息肉、内痔，直肠肿物经病理诊
断为直肠腺癌。

今年1月13日，吴女士接受
手术治疗，3月9日开始化疗。据
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主治医师邓
晓云介绍，患者积极配合治疗，目
前身体恢复良好。回想起此次的
经历，吴女士感慨万分。“我是幸运
的，因为没有任何症状，如果不是
这次筛查，及时发现癌症和进行治
疗，后果不堪设想。”吴女士说道。

余书勇介绍，目前，癌症发病
率越来越高，很多癌症在治疗上还
没有特效药，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
—早期筛查，早期发现。

“早诊早治，不仅病人痛苦小，
经济花费少，而且病人可以很快恢
复健康，与健康人一样工作生活。”
余书勇说，筛查发现早期癌，内镜
下可将有病变的黏膜切除，或者手
术治疗，5年生存率90%-100%；
10年生存率达75%。

六类肿瘤易发人群应注意
■ 本报记者 马珂 通讯员 陈琳

不同的肿瘤，其易发人群也会有
所不同，如何鉴别自身体质，以达到早
期预防的目的呢？海南省肿瘤医院肿
瘤内科主任魏志霞称，肿瘤是一种慢
性疾病，它可以潜藏在人体中很久而
不被发现，它不像感冒和咳嗽，症状比
较明显。

“肿瘤的最大特点就是肿瘤细胞
可以无限增生和扩散，无限制生长。”
魏志霞介绍说，初始阶段，肿瘤细胞也

是“好孩子”，只不过后来变异，然后
变坏，变得一发不可收拾，然后侵袭各
种正常器官和组织。患者的营养得不
到平衡，于是肿瘤就开始恶化。

那么哪些人群是肿瘤的易发人
群？对于这些危险系数较高的人群该
如何预防肿瘤的发生？

魏志霞介绍，以下几种不良生活
方式和不健康的情绪会降低人体免
疫功能，人体的防御机制没有了，疾
病就会趁虚而入，生病概率就会加
大。

亲属有肿瘤病史者。研究
发现肿瘤有家族聚集性和遗传
易感性，具有肿瘤家族史者比一
般人群患癌概率要高。

具有不良生活习惯者。长
期吸烟、长期饮酒者。饮食结构
不合理，有偏食习惯者。

长期接触致癌物质者。比
如放射线工作人员、化工厂职
工、长期接触石棉、苯类、苯胺
类、煤焦油等人员。

长期慢性疾病患者。如慢性肝
炎、慢性萎缩性胃炎、肝硬化、HPV
病毒感染者、慢性胰腺炎、胃溃疡、
肠息肉、慢性肺纤维化等疾病等。

45岁以上中老年人。肿瘤虽
然会发生在任何年龄段，但其发病
风险随年龄增加而增大。

长期情绪抑郁。情绪的影响是
身体的第二大杀手。不良的情绪会
伤害身体的肝脏，肝脏不正常工作
会导致身体各个器官不正常反应。

三级防治网络
遍布全省

余书勇介绍，近年来，我省癌
症发病率呈上升趋势，肝癌、肺癌、
结直肠癌、胃癌和乳腺癌是我省高
发的五大肿瘤疾病，约占全部新发
病例的62.23%。

近年来，海南省委、省政府高
度重视肿瘤防治工作，大力推动并
落实《海南省癌症防治三年行动计
划》，在全省逐步建立起三级肿瘤
防治体系，使海南肿瘤防治工作跨
上新台阶。

海南省肿瘤防治中心成立4
年多来，依托海南省肿瘤医院，组
织肿瘤专家走基层，进社区，开展
肿瘤科普知识宣传、健康教育、义
诊活动，开展肿瘤筛查和防治，对
基层医务人员进行肿瘤知识培训
和技术帮扶。同时，还通过遍布全
省的三级肿瘤防治网络，建立全省
肿瘤疾病数据库，尽可能使全省的
肿瘤患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筛查流程

现场填写《城市癌症早诊早

治项目及高危人群评估知情同

意书》《防癌风险评估问卷

（2019版）》；

在筛查服务点进行幽门螺杆

菌（Hp）、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HBsAg）及大便潜血检测。

社区工作人员将问卷信息

及检测结果录入国家早诊早治

系统，系统将自动评估筛查对象

是否为五大类癌症（肺癌、乳腺

癌、肝癌、上消化道癌和结直肠

癌）高危人群。

高危人群接到通知后到海

南省肿瘤医院进行临床筛查，

视情况做胃肠镜、CT、B超、钼

靶等免费检查。

筛查条件

（一）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
目高危人群筛查要求：

1.年龄45-74岁。
2.海口市常住户籍人口。
（二）参与本项目筛查人群

需要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
2.签署知情同意书
3.无恶性肿瘤病史
（三）以下任何一项条件者，

不在本次筛查之列：
1.诊断过癌症
2.患有严重心、脑、肺疾病

或肾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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