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生表示： 正确佩戴眼

镜不会导致近视加深

今日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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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预告

骨折愈合不佳 当心并发症

届时，读者可拨打 85811234与专家交流；

招募两名患者，到现场与专家面对面，报名电话：15885017798

本报讯 明天 14 时至 15 时，

贵州省骨科医院创伤科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刘福尧， 将值守本报

“专家坐诊” 健康热线，针对如何

科学应对骨折愈合不佳， 以及骨

折后该咋办等话题， 与广大读者

进行交流。

在日常生活中， 骨折是一种

较为常见的伤病。然而，不少人由

于缺乏相应的健康认知， 骨折后

并未采取科学的应对措施， 而是

选择一些民间土方， 如包草药等

保守治疗方式。殊不知，一旦处理

不当， 很可能因此造成骨折愈合

不佳， 进而诱发相应的并发症或

留下残疾。

不慎遭遇骨折， 在接受专业

治疗前， 作为患者家属可采取哪

些科学的应对措施？ 骨折后较为

常见的并发症有哪些？ 是不是所

有骨折患者都适合喝骨头汤来食

补？ 针对此类问题，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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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关

注 “贵阳晚报黔生活”（gyw-

bysh）微信公众号后，将欲咨询的

问题进行发送。 本报将把问题转

给专家，并在贵阳晚报“健康森

林” 版面刊登专家的相关解答内

容。

另外，本报将招募两名患者，

来现场与专家面对面交流， 期间

不收取任何费用， 报名电话：

15885017798。

（本报记者）

明天，贵州省骨科医院创伤科专家为您详解骨折的防范与护理———

长在指甲周边的倒刺， 不少

人看到肯定会忍不住想撕下来。

但是有人因为撕倒刺出了事。

前不久， 大连女子小刘发现

自己右手中指指甲边缘起了白色

的倒刺，当时图方便，就自己随意

用手将倒刺撕掉了。 虽然当时有

点疼，但她也没有在意，因为此前

也曾这么做过。

当天下午小刘还洗了衣服，

可次日她就发现中指开始肿胀，

还有些疼痛，随着时间的延长，她

发现撕掉倒刺的位置有小眼，而

且周边开始发白，里面已经化脓。

手指越来越肿， 直到她疼痛得厉

害， 才赶紧到大连解放军第 210

医院急诊科就诊。

主治医师温鹏确诊小刘的手

指患上了指头炎，温鹏医生说，指

头炎早期仅有指端疼痛且疼痛较

轻，无明显肿胀时，可采用热水浸

泡、热敷、理疗、抬高患肢、中药外

敷及应用抗生素， 约一半病人炎

症可消退。 如出现指端剧烈疼痛，

肿胀明显，触诊指腹张力增高，应

行切开引流， 解除指腹腔隙内高

压，减轻疼痛，防止骨质破坏及骨

髓炎形成。

所幸小刘就医及时， 医生手

术将其患指纵形切开引流， 消除

脓液， 术后对其进行了抗感染治

疗，当日小刘就缓解了疼痛感。

温鹏医生介绍，所谓倒刺，学

名叫“逆剥” ，是手指甲两侧及下

端翘起的小片表皮， 天气干燥时

很多人都会出现。 如果倒刺随手

撕掉，很容易导致皮肤破损，轻则

皮肤感染，重则导致指头炎、皮下

脓肿， 再严重会出现脓毒血症或

者败血症， 甚至会出现骨髓炎面

临截肢的危险， 所以小倒刺要重

视。

正确的处理方法是：1. 将手

放在温水里面浸泡 5 分钟左右，

让皮肤的角质层软化；2. 用消毒

剪刀，从倒刺的根部剪掉；3.涂抹

润肤露保持手部湿润。

温医生提醒， 单纯的甲周倒

刺基本和维生素缺乏无关， 不要

盲目的大量补充维生素。

孙熳

撕“倒刺” 女子手指化脓进医院

医生：不要认为事小，严重的还会被截肢

每到暑假，很多爸爸妈妈都会带

孩子去检查视力看眼科，医院眼科门

诊也因此迎来就诊高峰。珠江医院眼

科陈慧博士介绍，近视是由遗传因素

和环境因素引起的。 近视眼约 65%是

由遗传决定的，35%是由环境所决定。

孩子生长发育过程中， 用眼过度、户

外活动减少等都有可能导致近视的

发生。

陈慧博士说，佩戴合适的眼镜是

目前矫正真性近视的主要方法，但不

少患者宁可看不清东西也不愿戴眼

镜，有的害怕戴上眼镜后度数会越来

越深。 其实这是不对的，近视眼患者

若不合理佩戴眼镜，造成远处的东西

看不清楚，容易出现视觉疲劳。此外，

近视患者不戴眼镜时，容易眯眼看东

西，上下眼睑长期压迫眼球，会拉长

眼球前后径，这些都容易导致近视度

数增加。

所以，佩戴合适的眼镜并不会直

接导致近视度数加深过快。导致近视

度数加深的主要原因是近距离用眼

过度， 如长时间趴在桌上看书做作

业，或长时间看电脑、手机等。周洁莹

夏季燥热，不少人习惯在冰箱中

“囤食” ， 还有人从冰箱取出食物后

就马上吃，容易出现胃不舒服甚至胃

疼、腹泻等症状，吃出“冰箱病” 。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消化内科二病房主任韩继武说，冰箱

中的食物拿出来最好放到常温后再

吃，不同种类的食物冷藏时应用不同

的容器分装。如出现因食用冷藏食物

不舒服的情况，可以喝些温热的大米

汤、苹果水进行控制；如无法缓解，则

要紧急就医。 李仲文

夏季警惕冰箱病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

学院副院长贺娟说， 预防夏

季心脑血管病高发， 中医经

典方剂生脉饮不错。取人参 5

克，麦冬 5 克，五味子 5 克，

放到杯子里用开水焖半小时

到一小时，喝水即可。药材可

反复冲泡， 冲泡到最后还可

以把这三样吃掉。 人参也可

用党参或西洋参代替， 西洋

参用量不变， 党参加至 10

克。 初次使用前最好在中医

指导下酌情调整比例。

《快乐老人报》

不妨一试

生脉饮

护心脑

中国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伴随而

来的阿尔茨海默症，也成为高发病。

防记忆力衰退，游泳是最好的运

动方式，能激活大脑。 另外，脑子越用

越灵。 每天散步时选择不同的路线回

家，尝试下绕路而行，为了找到正确

的路径，你会开动脑筋，这对锻炼大

脑十分有益。 平时还可告别计算器，

尽可能进行口算，例如去超市购物口

算出总价。 看书的时候可大声朗读，

它所带给大脑的刺激要比默读多得

多，因此记忆也更加深刻。

广东省中医院大学城医院主治

医师 陈鹿鸣

经常游泳

或防记忆力衰退

医生手记

长期服泻药

导致黑肠病

市区的王阿姨，十多年来一直

饱受便秘的困扰。“三四天才排便

一次， 有时候甚至要一个星期，又

干又硬， 每次都得在马桶上坐半

天， 使老劲儿也不一定能排得出

来， 最后弄得头晕眼花， 血压升

高。 ” 王阿姨说，后来她只能吃泻

药，刚开始还挺“管用的” ，可时间

长了就又不行了， 甚至还更加严

重。

在家人的劝告下，王阿姨来到

贵阳肛泰肛肠医院就诊，经医生检

查，发现王阿姨的大肠黏膜已全部

变黑坏死了。

严重便秘

或引发病变

黑肠病的发生与长期使用泻

剂有直接关系。原中医一附院名老

中医、贵阳肛泰肛肠医院特邀专家

胡朝富教授表示， 许多老人便秘

时，就会吃点泻药来通便，殊不知，

润肠通便药物大多含刺激性泻药，

长期服用就会引起结肠黑变病，导

致结肠癌发病率升高。

另外，长期便秘可导致滞留在

大便中的致癌物浓度越来越高，肠

壁与这些致癌物质长期接触，可能

诱发大肠癌。 值得注意的是，便秘

也是大肠癌的表现之一。胡朝富教

授强调，排便习惯改变是大肠癌的

首要症状，包括排便时间、次数，形

状的改变。

当出现排便习惯改变、长期便

秘等症状时，切不可乱用药，尤其

是在病因未明的情况下，否则恶变

风险可能提高，患者应在第一时间

查明病因。

拨打电话可申请

肛肠镜免费检查

中医认为， 便秘可分为实秘、

气秘、风秘、冷秘、热秘、虚秘（又

包括气虚便秘、血虚便秘、气血虚

便秘）八种。 西医认为便秘是结肠

运动迟缓或痉挛以及直肠反射迟

钝引起。

胡朝富教授表示，早期的大肠

癌多无症状， 随着病情不断进展，

才逐步显露症状， 如大便带血、便

秘、肛门疼痛、瘙痒或肿物脱出等。

很多人将此认为是便秘，从而忽略

治疗，因此，多数大肠癌患者到院

就诊时往往已是中晚期。

“其实便秘原因确诊很简单，

一般检查花个三五分钟就可以，也

没有痛苦与不适感。 ”胡朝富教授

介绍，现在正值贵阳肛泰肛肠医院

举办“0 元查肛肠” 公益活动，凡

有便血、便秘或其他肛肠不适的患

者， 均可申请免费电子肛肠镜检

查。 本报记者 李江

中医认为，便秘分八种，皆不可轻视

记者从贵阳肛泰肛肠医院了解到， 进入三伏之

后，到该院就诊的便秘患者增多，经检查发现，一些严

重的便秘患者已经出现了结肠黑变、肠梗阻、结肠肿

瘤等病变。中华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副会长、教授、硕

士生导师刘佃温教授介绍，便秘乱用药，恶变风险提

高数十倍。 因此，肛肠疾病的检查十分重要。

目前， 贵阳肛泰肛肠医院正在开展 “0 元查肛

肠” 公益活动，凡是便秘、便血、肛门疼痛、瘙痒等肛

肠不适者， 可申请免费电子肛肠镜查。 拨打电话：

0851-85508699 可详细咨询。

大肠癌症状表现图

眼科门诊

孩子扎堆

便秘乱用药 恶变风险提高数十倍

黑肠病患者增多，部分已严重病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