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此一说

6 月 25 日上午 9 时许，贵阳晚报健康

团第一站将带您走进腾飞酒楼（南明区市

南路 79号），与来自贵阳爱尔眼科医院的

C EO 龚力力院长和陈晓钟院长，共话《重

回年轻视界，焕发“晶” 彩人生》为主题的

全眼病健康专题讲座。

龚力力院长， 贵阳爱尔眼科医院

C EO 、贵州省区 C EO 、主任医师、高级工商

管理硕士、 中华医学会贵阳市眼科分会副

主委。 从事眼科诊疗、 研究工作 30余年。

1993 年在美国专修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

和近视矫治手术， 学成归来先后为八万余

例白内障患者成功地施行了超声乳化复明

手术， 为数万例近视患者进行了近视矫治

手术， 是中国最早运用超声乳化技术治疗

白内障的眼科专家之一。 出版了中国第一

部 《白内障超声乳化吸除人工晶体植入

术》教导光盘与《白内障超声乳化吸除人

工晶体植入术》一书。 曾获得美国白内障

屈光手术协会授予 《A SC R S》 特别荣誉

奖、越南卫生部长颁发的特别贡献奖、2015

年被评为贵州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工作先进

个人、2016 年荣获贵州省 “百优名医” 等

奖项。 先后担任贵阳市眼科学会副主任委

员、省眼科学会委员、美国白内障屈光协会

会员等职务。

陈晓钟， 贵阳爱尔眼科医院主任医

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省医师学会常

务理事，先后担任省眼科学会副主任委员、

贵阳市眼科学会主任委员、 全军眼科专业

委员会委员、 欧洲屈光———白内障协会会

员，获军队科技进步奖及医疗成果奖四项、

国家专利多项，2007年的中国 “十大健康

卫士” 及贵州省扶贫先进个人、省劳动模

范光荣称号。 从事眼科诊疗与研究 30 余

年，擅长眼外伤、复杂性白内障、玻璃体视

网膜、屈光不正、眼部整形等各种疑难病症

的手术与诊治， 先后为数万余例白内障患

者成功施行了复明手术， 是中国开展 IC L

手术最多的手术医师之一。

据悉，此次活动专家将针对白内障、青

光眼、眼底病、近视等多类眼病进行较为详

细全面的讲解。而参与此次活动的患者，不

仅可免除普通挂号费， 还可免费享受专业

眼科基础检查，当中包含视力检查、裂隙灯

检查、非接触式眼压检查等。如因时间原因

不能在现场进行检查， 也可领取爱尔眼健

康体检单到院检查。

同时， 对于当天选择非球面晶体手术

方式以上的， 可享受免 500元的手术点名

费。 当中，预约前三名的患者，还能享受价

值 358元的多彩贵州城极地海洋世界家庭

套票一份。 有意参加者， 可直接拨打

400-6303-120进行报名。 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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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到医院找专家问诊， 排队是

件麻烦事；在家上网求诊，搜索出东西又

不太靠谱。 今天起，贵阳晚报健康团正式

与读者见面了，您只需加入我们，就可以

与各个医疗领域的权威专家互动交流，通

过说健康、聊养生的方式，收获各种疾病

的防治之道。

贵阳晚报健康团由贵阳晚报组建，是

在省内各领域权威名医的支持和指导下，

专门为市民打造的健康类互动平台，拥有

强大的、权威的名医专家咨询团队。 贵阳

晚报健康版面一直深受读者喜爱，“专家

坐诊 健康热线” 开办三年以来，每周邀

请省内权威名医，值守热线，解析病症，与

读者互动交流。“健康贵阳 名医讲堂” 是

在贵阳市卫计委的指导下开设的品牌栏

目，每期邀请市民或患者，走进各大医院，

听专家说疾病防治、聊养生之道。“ZAKER

贵阳·贵州大健康” 是贵阳晚报的新媒体

项目，通过该项目的直播平台，更是拉近

了名医与读者、网友的距离，每次健康节

目直播，能吸引数万网友关注。 “健康森

林” 专版是广大读者的老朋友， 十多年

来，传播最新的医疗资讯、最权威的养生

良方、最全面的疾病分析……

还等什么？ 赶快扫描二维码，加入我

们吧！ （本报记者 王杰）

扫描二维码，加入我们

贵阳晚报健康团成立

邀您参与 对话名医

●一位是曾在美国获眼科大奖的龚力力

●一位是获国内四项奖项、多项国家专利的陈晓钟

●报名电话：400-6303-120

两位眼科大咖 为您解说眼病

贵阳晚报健康团第一站

邀请省医专家

说带状疱疹神经痛

本报讯 明天下午 14时至 15时，贵州省人民医院疼

痛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硕士生导师贺纯静，将值守

本报“专家坐诊”健康热线、“Z A K ER 贵阳·贵州大健康”

直播现场，针对带状疱疹神经疼痛，在病发的不同时期应

该如何正确应对等话题与广大读者进行交流，本报开设

带状疱疹病友微信群， 让患者找到同病相怜的病友，一

起交流。 请扫描二维码，加入病友圈。

炎炎夏季，正是各类细菌、病毒较为活跃的时期，也

是各类皮肤疾病的高发期， 而带状疱疹就是当中的一

类，其最明显的临床表现，就是患处常常刺痛难忍，严重

影响患者的正常生活。

贺纯静表示，其实人们常常感觉到的刺痛感，就是

带状疱疹所引发的神经性疼痛， 一些患者在经过治疗

后，这种神经痛会随着疱疹的治愈而消失，而有一些患

者则不然，即便是带状疱疹治愈了，患处的刺痛等不适

感却仍然存在，医学上往往将此类情况称为带状疱疹后

遗神经痛。

带状疱疹为何会诱发神经痛？ 其高发人群有哪些？

为何一些患者的带状疱疹愈合后，患处还会伴有神经疼

痛？ 带状疱疹神经痛的急性期、后遗期又应该如何正确

应对？ 针对此类问题，明天下午 14时至 15时，读者可拨

打热线电话 0851- 85811234与专家交流。

若读者未能打进热线，可在热线当天下载“ZAKER”

APP，定位贵阳，观看本场直播，并在后台留言。

明天，本报“专家坐诊” 健康热线———

◆扫描二维码，加入带状疱疹病友群

◆也可下载“ZAKER” APP，看直播

◆届时，可拨打85811234 与专家交流

带状疱疹病友群

扫描加入聊疾病

为进一步加强对孩子的近视防控工作， 让孩子们

远离近视，2017 年 6 月 8 日， 贵阳市青少年近视防控

中心， 特邀贵阳市向日葵第三幼儿园成为贵阳市青少

年近视防控共建单位。

据了解， 贵阳市向日葵第三幼儿园自 2016 年以

来，每两个月，都会组织家长和孩

子到贵阳市青少年近视防控中心

（贵阳爱尔眼科医院）， 进行近视

防控的学习和视力测查，时时关注

孩子们的眼健康。 王杰

现代人工作、生活繁忙，平时需要早

起，总觉得睡不够。 于是，每逢周末总会

放肆地睡个懒觉，有时醒了也赖在床上不

起来。 殊不知，这看似惬意的背后，可能

会招来一身病。 日前，美国哈佛大学医学

院的一项研究显示，每晚睡觉超过 9个小

时，患癌风险会明显升高，尤其是超重和

打鼾的人。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教授沈雁英告诉

记者，睡眠是抵抗疾病的第一道防线，不

仅能修复身体机能、消除疲劳，还可增强

抵抗力，但这并不是说睡得越多越好。 有

研究显示，睡眠不足 6 小时的人，其死亡

率比睡 7-8 小时的人高 80%；相反，每晚

睡 10 小时以上的人 80%可能会短命。 沈

雁英说：“对健康成年人来说， 每晚最佳

睡眠时间为 7-8个小时，睡多睡少都不利

健康。 ”

第一，可能导致大脑供血不足。 睡眠

过程中，大脑皮质处于抑制状态，长期赖

床会造成抑制时间过长，导致大脑供血不

足，这也是“贪睡” 的人起床后反而头昏

脑涨、没有精神的原因。

第二，消化道机能受损。 不少人为了

赖床宁可不吃早饭，这样容易导致胃肠功

能紊乱。

第三，降低肌肉修复能力。 一夜休息

之后，人的肌肉和骨关节处于“放松” 状

态，醒后立即活动能快速激活肌张力，增

加血液供应，将夜间堆积在肌肉中的代谢

物排出。 反之，赖床会让肌肉组织错过这

个最佳时机，出现腿软、肢体无力，导致

“越睡越累” 。

第四，增加心脏病风险。长时间睡眠，

会打乱心脏活动和休息的正常规律，容易

令其收缩乏力。 另外，睡太久的人往往运

动少，还会增加患卒中的风险。

第五，易发生泌尿系统炎症。 膀胱有

黏膜屏障，睡懒觉或赖床憋尿时，会对其

造成一定破坏，诱发炎症

沈雁英建议，长期睡眠不足的人，应

该改变的不是睡眠时间，而是睡眠周期，

比如晚上早点睡， 并尽可能提高睡眠质

量。 睡眠质量差的人， 平时最好午休，

30-60分钟为宜。

另外，醒来后也不能一跃而起，尤其

是中老年人， 建议在床上适度地躺上 10

分钟，这对人体恢复正常生理活动有益。

还可在床上做做深呼吸、伸伸懒腰、活动

一下手脚关节。 王健

贪睡 会惹来不少病

夏天，往往正是蚊虫肆虐的时候。 蚊虫

叮咬，一方面会严重干扰人的睡眠，让人难

以入睡，另一方面还会传播疾病，给人的健

康带来不良影响。 很多人依靠整夜点蚊香

来驱赶蚊虫，以获得一个安稳觉。 然而，南

京市红十字医院呼吸科裴素莉主任却提

醒，整夜点蚊香睡觉，往往弊大于利，会给

人的健康带来较大的损害。

过敏体质者 尽量不要使用蚊香

蚊香的有效成分是除虫菊脂， 其燃烧

时释放出的烟雾会对人体的呼吸道造成损

害。 有害物质被吸进肺中，短期内会对过敏

体质和有哮喘病史的人产生影响， 尤其房

间较小、烟雾粒浓度大时，可能引起咳嗽、

胸闷等反应，甚至诱发哮喘。 所以，儿童、孕

妇、 老人及过敏体质者最好不要使用蚊香

驱蚊。 同时提醒，购买蚊香一定要选用经国

家相关部门检测合格的产品。

夏季点蚊香 最佳时间在傍晚

在夏季， 点蚊香最好的时机并不是

睡觉之时，而是应当在傍晚时分，因为

这个时候蚊虫最为活跃，也最容易将

蚊虫驱逐出室外。 所以，大家要注意

正确使用蚊香， 减少对身体的危害，

平时注意室内多通风。 单珊

夏季点蚊香

最佳时刻在傍晚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发表在《基因与发育》杂志上

的最新研究发现了白发、脱发的发生机制。

研究小组确定毛囊含有一种与毛发再生有关的

干细胞因子 （SCF）， 一旦该干细胞因子移至毛囊底

部，就会激活一种特定蛋白（KROX20），影响头发着

色。

研究人员去除小鼠体内的干细胞因子之后发现，

这些啮齿动物长出了灰白的毛发，这些毛发会随着年

龄增长而变白。 当生成特定蛋白的细胞被去除之后，

小鼠就不会再长出一根毛发。

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异常特定蛋白（KROX20）

和干细胞因子（SCF）对脱发和长白发起到极为重要

的作用，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证实，希望在未来能

够研制出一种局部用化合物，或是能够安全地将必需

基因传递至毛囊以矫正这些美发问题。 徐文林

科学家找到头发变白基因

未来有望解决白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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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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