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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早睡早起就不会有黑眼圈？是不是用天价眼霜、勤做
眼膜黑眼圈就能消除？专家表示，黑眼圈形成的原因有很多，生
活中很多人都被黑眼圈所困扰。要解决黑眼圈，便先需要搞清楚
自身的黑眼圈究竟属于哪种类型，找准类型才能够精确地改善黑
眼圈问题。无论哪种方法，务必到正规整形美容医院寻求专科医
生进行操作。

黑眼圈分三种类型
专家介绍，想要赶走黑眼圈，得先知道它是怎么来的。黑眼

圈一般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色素型
大多以棕色调为主，此类型的黑眼圈大多是由日晒导致的色

素沉积形成的。
第二类：血管型
是由于微血管内血液流动缓慢形成的黑眼圈，这种黑眼圈大

多呈青紫色，其形成原因与用眼过度或熬夜有关。
第三类：结构型
结构型黑眼圈与人体面部结构组成有关，出现这种黑眼圈的

原因主要是由于人体面部泪沟过深或眼窝凹陷导致的。
不同类型有不同解决方法
专家表示，一般来说，注意日常防晒对于色素型黑眼圈的去

除较为有效。由于色素型眼圈大多是由日晒导致的色素沉积形
成的，故在日常生活中需做好眼部防晒。并且，可以偏向于选取
维生素C或视黄醇类型的眼部护肤品进行保养。

充足睡眠对于血管型黑眼圈的改善十分重要，而用眼过度会
导致眼周微血管内血液流动缓慢。当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这种
黑眼圈便会自行消失。除此之外，还可适当进行眼部按摩，有效
加快黑眼圈消失。

对于比较严重的黑眼圈，护肤产品作用有限，更适合于医学
手段来去除。专家举例，结构型黑眼圈的形成与面部生理结构具
有很大关系，泪沟过深或眼窝凹陷都无法通过简单按摩、涂抹产
品或注意睡眠等方式进行缓解。

所以，对于结构型的黑眼圈，须选择整形美容方式进行治疗，
目前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激光；二是利用自体脂肪的细胞治疗；
三是胶原蛋白填充。以上方法可以不同程度改善黑眼圈，需针对
自身情况进行选择。 据新华网

挪威一项新研究表明，坚持正确刷牙，保持口腔卫生，不仅能
预防蛀牙，帮助保持良好的咀嚼功能和肠胃功能，还有利于预防
阿尔茨海默病发生。

牙龈炎是老年人群中一种常见的口腔疾病，多由牙龈卟啉单
胞菌引起。挪威卑尔根大学临床科学系研究实验室的彼得·梅代
尔及其团队，通过实验证实牙龈卟啉单胞菌可从口腔转移到大
脑。牙龈卟啉单胞菌产生的有害酶会破坏大脑中的神经细胞，引
起老人记忆力丧失，最终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研究团队对 53 名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进行观察检测，在 96%的患者体内发现了这种
有害酶。

梅代尔提醒老年朋友，牙龈卟啉单胞菌并不会单独引起阿尔
茨海默病，但这种细菌的存在会大大增加患病风险，而且还会导
致疾病更快发展。他建议：“好好刷牙，并使用牙线洁牙。”

据新华网

刷好牙有利于预防阿尔茨海默病

很多人在发现膝关节韧带断裂后会
问医生：我能走能跑，不用处理也可以
吧？专家表示，是否有必要手术需要经过
医生综合评估，把握好时机更有利于患处
康复。

在人体受损的组织中，有的很容易重
生，有的失去了就永久失去，膝关节韧带
有一定的重生能力，但是这种能力比较
弱。专家介绍，韧带断裂后需不需要手
术，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分析，要看它损伤
的程度，另外要看损伤的部位，如果损伤
较轻微，损伤程度不大，这个部位不是太
受力，可保守治疗 4~6 周，如果它能自身
修复，恢复后没有疼痛、功能正常，说明已
经修复好，这种情况不需要手术；如果损
伤的程度较严重，甚至完全撕裂，局部的
功能有障碍、关节不稳定，通过保守治疗
机体不能修复，这种情况需要通过手术去
治疗。

“一些患者寄希望于自我修复，实际

上，对于断裂程度比较严重的患者，即使
韧带自行黏合了，受伤的部位修复的多是
瘢痕组织，与原来的韧带是不一样的组
织，这些新生瘢痕犹如湿水的棉花，失去
了韧劲，难以起到维持张力作用。”专家提
醒，如果断裂比较严重、对运动需求比较
明确的患者，应经过医生综合评估来衡量
治疗方案。

目前，关节镜下重建前交叉韧带已是
常规术式，可采用自体或人工肌腱重建，
有创口小、感染率低及恢复快等优点，手
术过后，在正规康复师指导下的康复运动
可以帮助韧带恢复原有功能。

“关节的稳定除了需要韧带的保护，还
需要借助强大的肌肉力量来保护，当肌肉强
壮了，运动时韧带的负荷就会减少。”专家提
醒，无论是一般人还是做过重建手术的患
者，都需要通过合理科学的运动来锻炼肌
肉，以利于增强对关节的保护。

据《广州日报》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人到中
年为何容易发福？一个国际研究团
队发现，这可能与脂肪组织中的脂质
周转（储存和去除脂质的能力）有
关。随着年龄增长，人们即便不多
吃、不减少运动量，体重也更容易增
加。

瑞典卡罗琳医学院等机构研究
人员近日在英国《自然·医学》杂志上
发表论文说，他们对 54 名成年男女
的脂肪细胞进行了平均 13 年的研
究，结果发现，在研究期间，所有受试
者无论体重增加或减少，其体内的脂
肪组织中脂质周转能力都有所下降。

研究还发现，受试者中除了那些
通过减少热量摄入来“对冲”的人，其
余人体重平均增加了 20%。此外，加
强运动有助加速脂质周转。

研究人员认为，脂肪组织中的脂
质周转是参与体重调节的重要因
素。该成果有可能为肥胖治疗开辟
了新途径。

扭后能走能跑？小心后患无穷
断裂的韧带容易破坏关节原有稳定性，需及时治疗

各医院收治因运
动导致关节损伤的案
例中，有的患者是因剧
烈运动动作不当平添
新伤，有的则是陈年旧
伤突然发作，一部分患
者甚至要追溯多年前
的受伤经历，才知道原
来自己曾经埋下了隐
患。专家提醒，膝关节
韧带上神经分布不多，
不少患者在断裂或者
部分断裂后没有剧烈
痛感，休息一周没事就
不以为然了，殊不知，
断裂的韧带容易破坏
关节原有稳定性，为软
骨损伤、半月板损伤、
骨关节退行性病变埋
下潜在隐患。

健康教育
韧带、半月板是对膝关节起稳定、保

护作用的重要组织，在日常运动中，如打
篮球、踢足球、打羽毛球等，在动作不规范
或体位不正确的情况下容易发生损伤。

专家介绍，最近收治了一位比较年轻
但是半月板伤情比较严重的患者。这名
20岁的男青年是名大一新生，平时热爱运
动，一周打两、三次篮球。

半年前，这位大学生打篮球时受伤
了，膝关节肿痛了几日，消肿后并没有感
到明显不舒服，他以为只是简单的淤伤，
淤血散了就没事了，于是重返球场。半年
后，这名学生发现走路、上下楼梯膝关节

有痛感，而且有使不上力气的感觉，于是
前往医院就诊，一拍磁共振片发现韧带断
裂合并半月板撕裂。

“手术中我从关节镜上看到吃了一
惊，他半月板伤得不轻，几乎集齐了平时
说的各种撕裂类型：横裂、纵裂、水平裂、
瓣状裂，是近段时间收治半月板损伤患者
中最严重的一个。”专家介绍，导致他半
月板受伤这么严重，一方面是因为半年前
膝关节受伤时没有得到正确的处理，另一
方面是在韧带断裂半月板容易磨损的情
况下他仍然维持高频率的剧烈运动，导致
伤情进一步加重。

大学生韧带断裂不自知 半年后半月板撕裂严重

能走能跑不代表没事 要复诊确保不留后患

“这位小伙子如果当时立刻采取制动
措施，视乎韧带断裂情况及时处理，半月
板很可能就不用遭受这么大的‘打击’
了。”专家介绍。

据介绍，膝关节主要有四条韧带，分
别是前交叉韧带、后交叉韧带、内侧副韧
带和外侧副韧带，这些韧带就像一根根绳
子，随着绳子两端骨头的运动而转动，如
果“绳子”断裂了，关节活动的稳定性就会
受到影响。

在运动过程中，比较常见的是前交叉
韧带损伤，有时是出现部分断裂，严重的
会发生完全断裂，由于里面的神经分布并
不多，所以痛感并不明显。“这种断裂的发
生，不需要强烈碰撞，78%的前交叉韧带
损伤发生在没有身体接触性对抗的时刻，
常见是在起跳落地、急停急转等时刻出现
状况，没有产生剧烈疼痛，因此经常被忽
略。”专家说。

由于痛感不明显，加上不少年轻人
恢复能力强，在休养几日后就发现照常
能走能跑，于是就没有多加理会，殊不
知，失去了重要韧带维系关节的稳定，
时间一长，为半月板撕裂、软骨损伤、关
节退化加快等种种问题埋下了伏笔和
隐患。

专家提醒，一般人很难自己判断运
动损伤是一般淤伤还是内部组织有撕裂，
因此，受伤后经过制动、冷敷等处理后，需
要一个观察期。如果前往医院拍摄 X 光
片发现骨头没事也不可掉以轻心，在一周
后可以拍片复查，这时候肿胀消失，膝关
节损伤通过拍核磁共振、踝关节通过拍B
超，可以观察内部恢复情况，确保内部没
有隐蔽伤情。如果自行制动休养后，在 3
个月后或者半年后，患者出现使不上力
气、不适疼痛时，要提高警惕，早日到医院
就诊复查旧患。

做不做手术有讲究 把握时机是关键

9月11日，市中心血站到乐至县人民医院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全院医护人员踊跃参与。据悉，当天
乐至县人民医院共有70余人参与献血，总献血量达2万多毫升。

黄惠 本报记者 李小凤摄影报道

人到中年
为何容易发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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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联系，以便发放稿酬。

黑眼圈怎么除？
不同类型方法不同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记者 王秉阳）今年 9 月 17 日是首
个世界患者安全日，记者从国家卫健委 16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医疗质量和安全水平显著提升，住院患者死
亡率、压疮发生率、输血反应率等患者安全类指标持续下降。

今年 5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第 72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决
议，将每年的 9月 17日设立为世界患者安全日，以传播患者安全
理念，推动全球协同合作，共同增进患者安全。在发布会上，国
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周长强介绍，患者安全主要是指通
过采取系统性的、预防性的措施，降低医疗过程中以及医院环境
中的各类风险，使患者在医院期间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伤害，维
护患者及整个医疗环境的安全状态。

国家卫健委将本届世界患者安全日的活动口号定为“人人
参与患者安全”，旨在动员医院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患者及其
家属、社会各界共同关注患者安全、人人参与患者安全，由点到
面、形成合力，共同编织一个紧密的安全网，提升医院安全水平，
保障患者健康权益。

周长强表示，多年来国家卫健委出台了多项政策文件，建立
并完善了医疗质量管理的长效机制，不断完善临床诊疗相关规
范标准体系，明确了在诊疗活动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
严格遵守的一系列制度，对保障医疗质量和患者安全发挥重要
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国家卫健委将患者安全管理融入医疗管
理的各个环节，通过完善顶层设计更好地保障患者安全。2018
年，国家卫健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患者安全管理工作的通
知》，专门就患者安全工作做出部署，明确提出五项主要任务和
十项工作举措。

据介绍，下一步国家卫健委将围绕构建“政府主导、各方参
与”的患者安全工作格局、提升患者安全管理水平、营造积极的
患者安全文化等方面开展工作，提升患者安全水平。

世界患者安全日

我国医疗质量
和安全水平显著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