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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网膜有黄斑 眼前世界会“变形”
老张最近发现自己看近、
看远物体都变得模糊不清了，
尤其是看门框、 窗户等直线的
物体会产生视物扭曲变形。 到
医院检查才知道自己患了老年
性黄斑变性眼病。
老年性黄斑变性又称年龄
相关性黄斑变性， 为黄斑区结
构的衰老性改变。 老年性黄斑
病变多见于 50 岁以上的老年
朋友，是一种常见致盲性眼病。
随着社会老龄化比重上升，老
年性黄斑病变的发病率也逐渐
增加。 眼睛的视网膜好比是照
相机中的底片， 而黄斑的位置
却正好在视网膜的中央， 如果
黄斑部位发生病变， 会严重影
响患者的视力。
老年性黄斑变性眼病的发
病原因目前并不十分明确，但

肯定与光损伤、营养、中毒、免
疫、 高血压性动脉硬化及呼吸
系统疾病等有关。 多数患者自
觉有中心视力下降， 阅读及看
细节困难， 或逐渐出现致密的
中心暗点， 有时还有视物变形
或视物变小。
老年性黄斑变性眼病分为
干性与湿性两种类型。 干性病
变会导致视力轻度下降， 而湿
性病变发展较快， 视力会明显
减退。 患者可以进行眼底检查、
视野检查、 光学相干断层扫描
和眼底荧光血管造影， 查看视
网膜的中央黄斑是否存在圆形
或卵圆形的黄色渗出， 如果病
情较严重， 还能见到视网膜上
有瘢痕。 目前，对于干性老年性
黄斑变性还没有确定有效的治
疗方法，但它的病变缓慢，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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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性皮肤更易患皮肤癌
@ 孙乐栋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

很多人都知道皮肤分为油性、 中性、
干性、 混合型和敏感型5 个类别， 其中干
性皮肤表现为皮肤油脂分泌少， 不仅容易
出现皮屑、干纹、痒痛，而且得皮肤癌的几
率也比其他肤质人群要高。 如果属于先天
不足的干性皮肤， 要想避免患上皮肤癌，
自然也需要比其他人更多加留意， 尤其需
要远离诱发皮肤癌的高危因素。 例如， 注
意避免烈日暴晒、远离辐射源、 少玩手机，
特别要避免在黑暗的环境中玩手机。 另
外，干性皮肤人群皮肤护理的第一要务就
是保湿，如选择含油脂高的中性香皂和洗
面奶， 避免使用泡沫型洁面产品， 而去角
质产品应选择轻柔按摩方式。

警惕冠心病“
声东击西”
@ 王小衡
（湖南省郴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当出现间歇性牙痛， 且弄不清是哪颗
牙在痛时， 就应该高度怀疑是心绞痛发
作。 人体心脏与胃虽为不同功能的两种器
官，且分别位于胸、腹腔内， 两者仅有一肌
肌） 之隔， 同受植物神经支配， 有病变
（膈
时常以疼痛为主要表现， 如不细致区分，
极易“张冠李戴”。 如果平时从无胃病， 突
然出现胃灼热的感觉， 有可能是心血管疾
病发出的警报。 年龄在40 岁以上，有高血
压、 高胆固醇、 糖尿病， 平时喜好喝酒、 抽
烟，应该去做心电图。 平时有胃痛史的人，
遇有疼痛异常， 服胃痛药不止时， 也应当
考虑心绞痛或心肌梗塞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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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辨证论治的方法可以有效
控制病情的发展。 患者有必要
戒烟限酒， 多吃一些富含维生
素 C 的绿叶蔬菜，控制血压、血
脂和血黏度。 湿性的老年性黄
斑变性危害很大， 医生会根据
患者的病情选择激光治疗、手
术治疗、 口服药物或眼内注射
药物治疗， 且疗效较好。
另外，还可以口服一些抗
衰老及改善微循环的中
药。
老年人一旦发现自
己的视力模糊、 视物变
形，应及时到正规的医院
眼科就诊。 平时要养成良
好的用眼习惯，不要长时
间看电脑、手机、电视，坚
持每天做 1-2 次眼保健
（
）
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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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脑血管病患者不宜“闻鸡起舞”
徐老伯患有冠心病， 为了
提高身体素质， 他每天清晨五
点钟准时起床到公园晨练， 先
是 3 公里跑步， 再跳 1 个小时
广场舞。 前几天， 他像往常一
样跳着舞， 突发脑溢血栽倒在
地， 幸亏抢救及时才捡回一
命。
其实， 患有心血管疾病的
中老年人不适合“闻鸡起舞”。
这是因为早晨起床后人的交感
神经开始兴奋， 血压升高， 心

率加快， 血中肾上腺皮质激素
和去甲肾上腺浓度开始上升，
代谢加快， 血小板活性增强，
血黏度也上升， 这些因素增加
了心血管系统的负担和耗氧
量， 很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病
（心肌缺血、 心肌梗塞、 脑卒
中等）， 医生把清晨这段时间
称为“魔鬼时间”。
另外， 清晨也是一天中气
温最低的时刻， 尤其是冬天或
是气温变化的季节， 空气中的

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量比下午
和晚上高， 晨练不仅易吸入污
浊空气， 还会使人体生物钟错
乱， 导致身体疲劳、 促进身体
及器官的早衰。 每天下午 5-7
时是人体精神、 体力、 心肺功
能最佳时间， 患有心脑血管病
的老年人可以选择这个时间段
来进行简单的有氧运动， 如快
步走、 慢跑、 打太极拳、 游
泳、 打乒乓球和羽毛球等， 切
（
）
不可做剧烈运动。
运动健身

健足益寿三法
俗话说“人老腿先衰”， 可老
王已经年近70岁， 走起路来却浑
身是劲， 腿脚相当灵活， 听他说
是每天把养生的重点放在了腿脚
上， 主要采取了三种运动方法。

步行法
老王每天傍晚散步时， 在一
段距离内大步行走， 速度保持在
每分钟100米左右， 持续走3分钟，
这样在肌肉用力的情况下， 就加
快了血液循环， 从而增强了下肢
的肌力。 然后他慢步一会， 再作
高抬腿走100步， 每天坚持高抬腿
走， 半年后他发现自己走台阶时
已轻松自如。

骑车法
老王喜欢骑自行车， 每天都
要以慢速在大街小巷转一转， 每
次约在半小时。 因动作舒缓，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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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点不累， 在观赏景色的同时，
他更体会到一种愉悦感。 此外，
老王每个星期都要挑个晴天， 骑
上单车到附近的古镇遛遛， 来回1
个多小时， 吃碗好面， 再买点菜，
也是极富情趣的。 骑车运动既预
防了老年痴呆症， 又锻炼了腿力，
还提高了心肺功能， 真是一举数
得。

踮脚法
每天早晨起床后， 取站姿，
上抬脚跟， 脚尖着地， 同时双手
一抓一握为一次， 脚跟也随之一
下一抬， 共做100次。 当脚跟轻撞
地面时， 柔和的震动顺两腿传到
上半身， 会感觉轻快舒畅。 这是
老王从古代养生术中学到的， 此
功法不仅补助肾气、 防治中风，
对于治疗前列腺肥大、 前列腺炎
也有良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