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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安岳县人民医院医
护办党支部、院红会办联合心血管内
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医护人员志愿
者，到该县岳阳镇洗墨池社区开展宣
传《资阳文明行为十八条》敬老健康义
诊主题党日活动。

“做文明人，行文明事。我市出台
的《资阳文明行为十八条》，跟大家的
生活息息相关。环境卫生要‘三牢记’，
不乱扔乱倒、不乱吐乱拉、不乱贴乱
画；交通出行有‘三提示’，不闯红灯莫
乱穿、文明礼让斑马线、车辆停放须规
范……”活动中，志愿者们为社区居民
集中宣讲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

《资阳文明行为十八条》的具体内容，
并发放宣传资料。随后，免费为居民
测血压、血糖，耐心解答居民的各类健
康咨询，指导其合理用药。

据统计，当日活动共发放《资阳文
明行为十八条》和健康宣传资料180余
份，接受诊疗咨询103人次，测血压、血
糖 90人次。通过活动，加深了社区居
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资阳文
明行为十八条》内容的理解，也将健康
送进了社区。73岁的居民王婆婆说：

“这种活动搞得好，让我们更加清楚了
文明行为的含义，做一个文明有礼的
人，对不文明的行为要抵制。”

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不少
人希望借助手术来摆脱近视带来的诸
多不便。近视手术到底能不能做？怎
么做？在第18个世界视觉日之际，记
者采访了多位业界知名专家，来听听
他们怎么说。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屈光手术中心主任医师翟长斌说，除
了遗传和先天因素外，近视主要是由
于不良的用眼习惯导致的，矫正和治
疗方法有很多，包括佩戴框架眼镜或
角膜接触镜、进行激光手术、植入屈光
性人工晶体等。激光治疗近视的技术
已经应用发展多年，目前我国采用的
激光治疗近视技术基本与国际同步。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年6月表
示，我国近视患病人数已超过 4.5亿，
居世界首位，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问题
日益严重且低龄趋势明显。

专家介绍，“半飞秒”激光手术先
由飞秒激光设备制作掀开式角膜瓣，
再用准分子激光以“消融”的方式进行
角膜切削；“全飞秒”激光手术则改变
了传统制作角膜瓣的手术方式，通过
两次启动飞秒激光扫描制作微镜状的
角膜组织膜片，并在角膜上方切出一
个 2-4毫米的浅层小切口，就可以将
飞秒激光制作的精确拟矫度数的小薄
片角膜组织取出，从而达到改变角膜
屈光力矫正视力的目的。

在技术比较成熟的同时，激光手
术对适应人群有着严格的限定。中华
医学会眼科分会角膜病学组副组长、

北京协和医院角膜近视激光手术中心
主任李莹举例说，有全身系统疾病，特
别是免疫系统疾病，眼部有活动性炎
症、影响视力的白内障、严重的青光眼
或者视网膜疾病，有圆锥角膜或者有
圆锥角膜倾向的患者等，都不能进行
手术。18 岁以下的患者除特殊情况
外也不建议进行手术。

李莹告诉记者，一些患者通过检
查发现自身条件不是很好，医生劝其
暂缓或不要进行激光手术，但有的患
者不理解。从医生的角度来说，不建
议手术肯定是从患者安全的角度出
发，如果手术可能对患者造成严重的
不良后果就绝对不能冒险。希望不适
合做手术的患者放远眼光，不要勉强
进行手术。此外，有些不适合激光手
术的患者也可以选择屈光晶体植入手
术等其他方式。

李莹说，也有一些近视度数不高
患者认为屈光性人工晶体植入手术比
激光手术好，要求植入人工晶体。其
实，通常是度数超过 1000 度、角膜厚
度薄或角膜曲率异常的患者可考虑做

人工晶体手术，但人工晶体植入术前、
术后的检查更复杂，术后要求必须长
期随诊，通常需要每 3-6个月复查一
次。因此，近视度数低于 1000 度、角
膜条件允许的患者可能选择激光手术
更合适。

获得 2018 年度世界眼科人物最
具影响力100强的亚太玻璃体视网膜
学会会长、国际著名眼科教授林顺潮
认为，激光手术虽为一种选择性手术，
却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近视患者的生
活便利性。

“影像经过厚厚的眼镜片后会被
大幅度缩小，以千度近视患者看见的
影像为例，影像会被缩小20%以上，而
且周边视野可能有变形的情况。”林顺
潮说，激光手术通过改变角膜的弧度，
使光线重新聚集在视网膜上，让近视
患者重获清晰的视力，获得更佳的解
像度和更好的视野。

专家提示，任何手术都有一定风
险，近视手术对机器的稳定性和医生
的经验技巧等也有一定要求。此外，
手术只能根据患者目前的近视状况

“量体裁衣”，不能保证患者手术后自
身不涨度数，如果此后度数发生进一
步变化，如果身体条件允许，也可以再
次进行手术。

据了解，为宣传保护视力的重要
性，世界视觉日由世界卫生组织和国
际防盲协会于 2000年共同发起，日期
为每年10月的第二个星期四。

据新华网

“宝宝一岁了，想换个牌子的
奶粉，是不是多换一下品牌，营养
更丰富全面啊？”近日，“好妈群”里
一个“换奶粉”的话题引起了众多
妈妈的关注和讨论。湖北省妇幼
保健院小儿内科专家表示，正规品
牌的婴儿配方粉都是全营养素奶
粉，能够满足宝宝的营养需求，如
非过敏或者口味喜好，不用特意换
品牌喂养。

小月月刚满一岁，混合喂养，
妈妈孙女士最近一直考虑给她换
个品牌的奶粉。“我听同事说，每个
品牌的奶粉配方不同，不时换一下
品牌可以给宝宝更加丰富的营
养。”这个话题引起了不少妈妈回
应，有的建议半年一换，也有建议
三个月一换。

“婴儿配方奶粉是有年龄段
的，根据宝宝的年龄来更换。”省妇
幼保健院小儿内科主任医师罗燕

军表示，根据孩子的生长发育需
求，需要在半岁、一岁和三岁更换
不同年龄段的婴儿配方奶粉。此
外，配方奶粉的成分很多，极少数
宝宝会对某种配方奶粉的辅料过
敏，出现皮疹、呕吐、腹泻、咳嗽、便
秘等情况，这也需要家长及时更换
品牌。

“如果宝宝对现在的奶粉很适
应，又是正规品牌的奶粉，就没有
特意更换奶粉品牌的必要。”罗燕
军介绍，现在市面上的婴儿配方奶
粉都是全营养素奶粉，任何一种正
规品牌的配方奶粉都能满足宝宝
的生长发育需求。婴儿的胃肠道
功能较为薄弱，特别是半岁内的孩
子肠道功能还未健全，频繁换奶粉
反而会加重宝宝胃肠负担，此外，
频繁更换奶粉还会增加孩子过敏
的几率。

据新华网

为了和体内的痔“和平共处”，在
日常的生活习惯上是有不少需要注意
的地方。专家提醒，主要从四方面入
手调整生活习惯：

1、不要长期蹲厕看手机。蹲厕时
间不要超过 10分钟，否则这种习惯培
养出的痔疮问题一旦浮现，往往比较
厉害。

2、不要久坐。上班族、司机从早
坐到晚，容易增加痔疮发病率，应该每

隔一段时间起来活动活动四肢。
3、饮食要注意，痔疮患者不宜喝

酒。便秘是诱发痔疮的原因之一，日
常饮食中宜多食新鲜蔬菜、水果等，增
加食物中纤维素的摄入，少食辛辣刺
激性食物，对顽固性便秘应尽早诊治，
治疗原发病。

4、多进行体育锻炼。体育锻炼有
益血液循环，促进胃肠蠕动，改善血液
循环，预防痔疮的发生。据《广州日报》

10 月第 3 周是全国早期胃癌防
治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防治胃
癌，从筛查开始”。胃癌发现早，生
存率高；发现晚，生存率会明显下
降。为了有效防治胃癌，专家建议，
高危人群应每年做一次胃镜检查。

“胃癌的生存率与发现早晚有
密切关系，早期胃癌治愈率可以达
到 90％，但一旦进入中晚期，生存率
会大幅下降，只有 30％左右。”重庆
市肿瘤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陈伟庆
说，早诊早治尤其重要。

不少早期胃癌患者没有任何症
状，故胃癌有“隐形杀手”之称。但
多 加 留 意 ，胃 癌 还 是 有 征 兆 可 寻
的。“例如，如果上腹部心窝处有隐
痛，不要轻视，像其他癌症一样，疼
痛是进展期胃癌最常见的临床症
状。”陈伟庆说，正常饮食后出现上
腹部不适、轻微饱胀、恶心嗳气，有
轻度消化不良症状，病情加重后，有
胃胀气和轻度胃痛，这也需要警惕。

为了及早发现胃癌，专家建议高
危人群每年做一次胃镜检查：一是幽
门螺杆菌感染者。据统计，每年新发
现的胃癌有近一半与幽门螺杆菌感
染有关，根除幽门螺杆菌可有效降低
胃癌发生风险。二是既往患有慢性
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等疾病
的患者。

据了解，胃镜检查方便、快捷、可
靠，可直观地观察是否存在胃部病
变。 据新华社

10 月 20 日是世界骨质疏松
日。骨科专家表示，传统观点认为
的补钙可以预防骨质疏松是一种
误区。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骨科主任
医师夏亚一说，由于人体年龄增
长，机能退化，钙质流失，骨头密
度会逐渐稀疏。矮、瘦和消化功
能弱者成为骨质疏松疾病的高发
人群。年龄一旦超过 50 岁，应当
考虑采取药物预防骨质疏松。

“在多数人传统观念中，认为

补钙就可以防治骨质疏松，实际
上这是一种误区。”夏亚一说，由
于部分人群吸收功能较弱，吃钙
片不一定能起到预防作用，还要
摄入活性维生素 D，同时服用双
膦酸盐类药物，这样才能促进人
体 对 钙 的 吸 收 ，达 到 预 防 的 作
用。

夏亚一介绍，运动可以明显延
缓骨质疏松，因此保持规律运动习
惯，以强化骨骼、增加骨质密度，也
可以预防骨质疏松。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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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日活动进社区
宣传《资阳文明行为十八条》

专家建议

高危人群每年
做一次胃镜检查

专家提醒

靠单纯补钙难以预防骨质疏松

走路、吃饭拿着手
机越来越常见，一
个较为隐私的场合

也并不例外：如厕。拿着手机
上厕所，这可能是很多人的
日常动作。广东省中西医学
会大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中山大学附属第
六医院肛肠外科副主任谢尚
奎主任医师指出，在接诊过
程中，痔疮发作的患者，均有
长期拿着手机上厕所的习
惯，日积月累痔疮发作时来
势汹汹，往往比较严重。

医生指出，痔本是人体
的一个生理结构，一般不需
要特别处理，但是如果因为
生活习惯、各种因素的刺激
产生症状，如出血、疼痛、凸
出等，就需要处理了。

老人女性久坐人群
痔疮更高发

奶粉营养很全面
宝宝不必常更换

生活提示

长期如厕玩手机小心痔疮盯上你

俗话有“十男九痔，十女十痔”
这一说法，痔疮真的如此高发吗？

谢尚奎表示，痔疮确实是一种
比较常见的疾病，一般来说，九成
人身上的痔并不会发作，近一成人
士在各种因素介入下发作。

常见痔疮发作的症状主要有
三种表现：便血、疼痛、凸出，部分
人士伴随有肛门瘙痒。值得注意
的是，一些患者习惯性自行诊断，
时常把其他疾病误以为是痔疮，导
致误诊耽搁病情。医生提醒，痔疮
在没有发生脱垂时，如果不是专业
医生借助内镜等专业手段诊断，是
很难靠肉眼去确诊的。由于一般
痔疮比较柔软，所以也难通过指检
确诊。因此，在怀疑有痔疮时，应
先通过专业医生进行诊断；如果长
期便血更需警惕，要考虑是不是直
肠炎，甚至有肿物。如果便血，同
时大便比较多，或者大便循环发生
了改变，这时候应做深入检查。

从痔疮分类来看，根据发生部
位的不同，痔疮可分为内痔、外痔
和混合痔。老年人、孕妇、久坐人
群、便秘或腹泻患者是痔疮多发人
群。“女性因为有生育、生产等因素
影响，在生产过程中比较容易出现
痔疮发作或者症状加重的情况。”
谢尚奎介绍。

痔疮一旦出现症状这么麻烦，外
痔出现脱垂时更是十分尴尬，是否可
以直接一切了事呢？非也。

“如果没有症状，日常不需要额外
处理。如果痔疮出现症状，大部分采
取保守治疗。”谢尚奎介绍，保守治疗
的方法有很多种，例如饮食调整，日常
饮食上多摄入纤维素食物；又如可以
药物治疗，在急性发作出血时服用药
物缓解症状；此外还可以进行物理治
疗，如微波消融等。而目前的外科手
术治疗主要有传统直接切除和微创
PPT手术两种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方法均有不
同的适应症，像微波消融、注射等治疗
方式相对来说适用范围比较少，因此
选择合适的方式应看专科医生给出的
指引。一般人因为害怕疼痛，在不得

不手术治疗时，希望选择微创PPT，谢
尚奎介绍，目前微创 PPT 治疗针对的
是以内痔为主的脱垂性痔，不太适合
外痔，具体案例需要由专科医生具体
分析。

医生提醒，以往传统印象是做痔
疮手术很痛，实际上随着医学技术的
进步，医生手术方式也在发生变化，如
今传统直接手术疼痛已经有所改善，
所以如果保守治疗确定无效，长期便
血或者出血比较多，确定需要手术治
疗时，患者不要因为害怕疼痛而讳疾
忌医。

此外，市面上一些不正规的医疗
机构，常打出高科技仪器、无痛等口
号，专家提醒，要小心里面捆绑着一些
不必要的治疗项目，建议患者前往正
规的医疗机构就诊。

治疗大部分以保守治疗为主

预防首先戒掉如厕玩手机

近视手术能不能做，怎么做？
听听专家怎么说

为居民耐心解读。

注：请本版用文作者与本报联系，以便发放稿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