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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河南省慈善总会与北京轻松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郑州大学五附院
颁发“大病救助服务站”牌匾，助力健康中原，帮助贫困病患。 马珂摄

眼睛是人类感官中最重要的器官

之一，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剧，青光眼

的患病率逐年增加。据估算，2020年

我国青光眼患者的人数已达到2100

万，致盲人数达到567万。

青光眼是眼科的一种常见多发眼

病，对眼睛的危害非常大，被列为世界

第一位不可逆的致盲眼病。早期青光

眼患者多数没有症状，大部分患者出

现症状去就医时，往往已经发展到中

晚期甚至失明，所以青光眼被称为“光

明的偷盗者”。青光眼目前尚无预防

办法，但如果定期做眼科检查，能够早

发现、早诊断、早干预，在医生的指导

下进行科学合理的治疗，是完全可以

避免失明的。

眼压过高易致青光眼

要了解青光眼，首先我们要知道什

么是眼压。眼球是密闭的，眼球内容物

对球壁的压力就称为眼压。眼压是靠

眼球内的房水来维持的。房水的作用

就是营养眼内的组织，比如晶状体、玻

璃体，这些组织没有血管，靠房水获取

营养、排出废物进行代谢。房水在眼睛

里不断地产生又不断地排出，维持动态

平衡。如果因为排出通道阻塞，房水排

不出去，聚集在眼内，就会使眼内压力

升高。升高的眼压压迫视神经，就会引

起视神经萎缩，发生青光眼。

按统计学计算，人的眼压正常范围

在10~21mmHg。但实际上眼压是因

人而异的。有的人眼压正常却发生了

青光眼，有的人眼压高于正常却不发生

青光眼。说明每个人能够耐受的最高

眼压不同。那么一个人能耐受的、不引

起视神经损害的最高眼压才是真正的

眼压，也称为目标眼压。每个人的目标

眼压是不同的，青光眼病程各个阶段的

目标眼压也是不同的，有些晚期青光眼

患者，尽管眼压在正常范围，视神经萎

缩还在继续进展，所以青光眼的诊断和

治疗必须个体化。

不同年龄发生的青光眼类型不同

青光眼发病年龄比较广泛，从刚

出生的婴儿到百岁老人都可发生青

光眼。不同年龄发生的青光眼类型

不同，从大的分类来讲分为原发性和

继发性。原发性青光眼没有明确的

发病原因，可分为原发闭角型、原发

开角型和婴幼儿型，一般闭角型青光

眼发生在老年人当中。继发性青光

眼则有明显的发病原因，比如外伤、

肿瘤、炎症、眼部其他病变及手术后

等。原发性多是双眼发病，继发性基

本是单眼患病。

急性发作的青光眼会出现眼疼、眼

红、视力下降、虹视，同时伴头疼、眼眶

疼、恶心呕吐等，经常被错误地认为是

头颅的毛病到内科就诊。有些青光眼

无症状，不知不觉中逐渐失明。

青光眼术后定期复查很重要

目前，青光眼病因还不清楚，临床

表现复杂、多变，在诊断和治疗过程中

不确定及意外的情况很多，手术后并发

症的发生率也高于眼科的其他疾病，被

误诊、误治的非常多见。

降低眼压是目前治疗青光眼唯一

有效的方法，主要通过药物、激光、手

术来进行，促使房水排出或减少房水

生成来维持正常眼压，使视神经不再

受到损害，病情不再进展。医生必须

根据青光眼不同的类型、病情发展的

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

青光眼病情顽固，是伴随终生的

疾病，不是做完手术就万事大吉，也不

是用药后眼压不高就可以高枕无忧。

青光眼术后和用药过程中的监测、维

护和必要的治疗尤为重要。因为手术

是造出一个通道，将房水从眼内引流

出来，由于人体强大的修复功能，这个

通道或早或晚有发生闭塞的可能。长

期应用青光眼药物，人体会产生抗药

性，使药物不再起作用。这些情况发

生后，眼压会继续升高，视功能遭受损

害，而病人往往没有感觉，不知不觉视

力逐渐丧失。所以接受了手术治疗或

药物治疗的青光眼患者，一定要遵从

医生的嘱咐，定期复查和监测眼压、眼

底和视野等，一旦有青光眼复发的苗

头及时采取治疗措施。

玩了一会儿“起泡胶”，谁知竟出

现全身红斑、风团样皮疹、呼吸困难、

气促等症状。近日，郑州市一名8岁

男孩被紧急送往河南省儿童医院南院

区，经医生诊断，为“起泡胶”过敏引起

的急性荨麻疹。专家指出，像“起泡

胶”“水晶泥”“假水”等黏性玩具在带

给小朋友快乐的同时，也可能成为“隐

形杀手”。

近年来，网红玩具“起泡胶”成了孩

子们的新宠。由于它拥有绵软、起泡等

特点，颜色五彩缤纷，气味香甜，可玩性

非常高，受到不少小朋友的喜欢。与之

类似的玩具还有“水晶泥”“假水”等。

“这些玩具中大多含有硼砂、苯等多

种有毒物质，摄入到人体内会刺激呼吸

道以及造成孩子中毒，轻症引起皮肤过

敏反应，重症则出现恶心、呕吐、上腹部

疼痛等症状，有的‘假水’玩具还含有异

噻唑啉酮类防腐剂。”该院普通内科一病

区宋春兰主任介绍说。

宋春兰提醒，谨慎购买软泥玩具产

品，切勿购买无中文标名产品名称及厂

家的类似玩具；孩子玩耍此类玩具时间

不要太长，且大人必须做好监护，防止孩

子误食；儿童手上有汗液或伤口时尽量

不玩软泥玩具，防止硼砂成分随汗液或

通过伤口进入体内；玩软泥玩具后应及

时洗手，避免黏性物质长时间粘在手上，

刺激皮肤；一旦儿童出现误食，应立即就

医。

（本报记者郭培远通讯员汪慧利）

既是一名医生，又是一名教师，将一

生的心血都献给了自己所钟爱的医学与

教育事业，献给了患者、学生和单位。耄

耋之年依旧战斗在医疗一线，往返于患者

之间。他就是92岁的老党员，深受学生、

患者爱戴的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胸外

科寿化山教授。

寿化山从事外科专业69年，如今仍

然坚持在医院坐诊。问起原因，他打趣地

说，“除了给人看病也没什么能为国家和

人民做的了，（等我）干到100岁就不干

咯。”

或许对于寿化山来说，看到患者康

复的笑脸就是生活中最大的乐趣，但对

于他的患者来说，看见寿化山慈祥的面

容就吃了“定心丸”。“在我看到寿医生的

第一眼，就感到无比心安。”刚从诊室出

来的病人王大姐说，“每位病人在看到

‘业界权威’为自己诊治时，都会有这种

感觉吧。”

“业界权威”并非徒有虚名。2016年

年底，在西安召开的2016中华医学会胸

心血管外科学分会上，寿化山荣获“中国

胸心血管外科杰出贡献奖”。该奖是中华

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学分会设立的胸心

血管外科学界最高奖，每年颁发一次，旨

在表彰为我国胸心血管外科事业的建设

和发展、专业人才的培养作出开创性贡献

并获得突出成就的老专家。据悉，寿化山

是我省第一位获此荣誉的专家。

“活到老，学到老”是这位老专家一直

秉承的人生态度。寿化山经常对他的学

生说：“看病救人以外，还要不断看书，不

断学习知识。”尽管年事已高，但寿化山一

有空余时间便潜心苦读医学书籍，并将所

感所获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学生们，耐心解

答学生们的问题。这种不懈奋斗、锐意创

新的精神和平易近人的高尚品德，教育和

影响了一大批优秀的医学人才。

寿化山从医69年来，无论是临床还是

科研都取得了不菲的成绩。据统计，1952

年至1984年，寿化山共行普外手术1万余

例，1984年至2004年共行原发性支气管

肺癌手术2064例、食管癌手术1500例以

及胸部其他手术1000余例。著有《临床腹

部外科纲要》（1974年版）、《儿科液体疗

法》（外科部分，1979年版）、《临床腹部外

科》（1983年版）及《中国老年学》（外科部

分，1990年版）等四部共130万字。获省

部级奖项6项，其中，“1000例胃大部切除

术后近期并发症状的预防和处理”获省政

府重大成果奖；“一种新型的肌层内‘隧道’

食管胃吻合术”获省科委二等奖；“高压氧

在肺癌围手术期的临床和实验研究”获省

科委二等成果奖。

（本报记者郭培远通讯员吴怡君文/图）

青光眼：“光明的偷盗者”

从医69年，如今92岁仍坚持坐诊

寿化山：我要干到100岁

玩“起泡胶”当心过敏

□河南大学郑州颐和医院眼科主任 种平

《中国居民健康素养66条》建议，儿

童青少年应培养良好的用眼习惯，预防

近视的发生和发展。但是生活中，不少

护眼误区却迷惑着大家的双眼，如假性

近视治疗不及时、迷信电子护眼产品等。

当心假性近视成真

河南省儿童医院眼科主任孙先桃

介绍，很多孩子眼睛看不清却不敢告诉

家长，久而久之，假性近视发展成真性

近视。假性近视通过散瞳或近视防控

训练，视力还可能恢复，如果发展成真

性近视就无法根治了。

假性近视是一种近视的状态，在人

长期近距离用眼后，眼睛的睫状肌持续

紧张，看远处的时候出现近视假象。真

性近视眼球的前后径变长，无法通过药

物或别的物理方法恢复视力，而假性近

视则是一种功能上的改变，可以通过药

物治疗和合理的用眼卫生习惯矫正，且

假性近视不需要佩戴眼镜，一旦戴眼

镜，反而会加重眼睛的调节负荷，长此

以往，会形成真性近视。

孩子长期对着电子屏幕，睫状肌会

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很容易导致并加深

近视。因此家长应严格控制孩子玩电子

产品的时间，每次不得超过20分钟。平

时家长要注意观察，发现孩子看东西眯

眼、经常揉眼睛，就要谨防视力异常。

防止近视需多出去遛遛

为改善孩子视力，不少家长选择购

买电子护眼产品，如电子护眼仪等。河

南省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王印其

提醒，消费者在购买电子护眼产品时，

应提高警惕，不要被宣传语迷惑，必要

时可咨询医生。目前，近视虽不能依靠

某些产品或医疗手段治愈，但以下措施

可有效缓解眼疲劳、防止近视度数继续

加深。

加强体育锻炼。孩子在篮球、足

球等视野开阔的运动中，睫状肌处于

完全放松的状态，对于缓解眼部肌肉

的疲劳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乒乓

球、羽毛球、网球等运动项目，因眼球

不停地远近、上下调节和运动，使得控

制眼球运动的肌肉得到充分活动，不

断地促使睫状肌收缩与放松，改善因

近距离用眼造成的睫状肌疲劳，预防

近视的发生。

增加户外活动时间。阳光下视网

膜能够释放更多的多巴胺，能阻止人体

眼轴生长，预防近视发生。因此，一定

要让孩子多在自然光线下玩耍，增加户

外活动时间。

常做眼保健操。做眼保健操不仅可

以提高人们对眼睛的保健意识，调整眼

及头部的血液循环，调节肌肉，改善眼疲

劳，还可以通过对眼部周围穴位的按摩，

达到消除睫状肌紧张或痉挛的目的。

其实，与其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去

使用所谓的护眼产品，不如少看近处，

多出去遛遛。

（本报记者郭培远通讯员万道静）

省儿童医院专家支招预防近视——

少看近处 多出去遛遛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专家风采展示（之三）

为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提升全民健康素养，充

实乡村医生队伍建设，6月2日~4日，由

省卫生健康委、省文明办等联合举办的

“健康中原行·大医献爱心”乡村振兴志

愿服务专项行动走进林州市、汤阴县。

活动包括科普戏曲、省级医疗专家

大型现场义诊、医疗对口技术帮扶、健

康教育工作技能培训、多种主题的科普

讲座，更有省级先进典型入户诊疗，省、

市、县三级专家奔赴26个乡镇政府和乡

镇卫生院开展义诊活动。

省卫生健康委宣传处处长杨力勇

表示，此次“健康中原行·大医献爱心”

志愿服务活动走进林州、汤阴，主要为

基层群众送知识、送医药、送健康，推动

解决群众健康素养提升、看病就医等重

要民生问题。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基

层群众得到实惠、受到感染，真正为推

动乡村振兴做出积极贡献。

活动启动仪式上，河南省疾控中心

分别向两地各捐赠了1000册《健康素

养66条画册》。仪式结束后，健康科普

志愿服务队、医疗义诊服务队到当地医

院、社区、机关、学校开展系列志愿服

务、乡村振兴志愿服务专项行动和健康

促进“321”行动，普及推广健康生活方

式，助推健康中原建设。

据悉，“健康中原行·大医献爱心”

志愿服务活动自2014年启动，来自全

省各大医院、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传承

志愿精神，积极参加。2018年，此项活

动整体升级为健康扶贫专项行动，2021

年，再次升级为乡村振兴志愿服务专项

行动。活动通过开展义诊、健康讲座、

技能培训等，致力于提升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综合诊疗能力，提高人民群众的健

康素养水平。在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公

布的2019年度全国志愿服务先进典型

中，“健康中原行·大医献爱心”健康扶

贫志愿服务专项行动获得全国最佳志

愿服务项目。

（本报记者郭培远通讯员王振）

近日，一个3岁男孩的爸爸给孩子

洗澡时发现孩子右边的“蛋蛋”有点大，

于是赶紧带着孩子到郑州大学五附院

泌尿外科就诊。经诊断，小男孩患的是

鞘膜积液。

鞘膜积液是小儿生殖器最常见的

鞘膜腹内壁的一种畸形，是鞘膜腔内积

聚的液体超过正常量而形成的囊肿，可

发生于任何年龄。当鞘膜本身或睾丸、

附睾等发生病变时，液体的分泌增多与

吸收减少失去平衡，就形成了鞘膜积液。

鞘膜内如长期积液、内压增高，可

影响睾丸的血运和温度调节，引起患侧

阴囊及睾丸胀痛等不适，简单来说就是

睾丸被周围组织包裹形成一个密闭的

房间，房间里出现了大量的液体，就称

为睾丸鞘膜积液，而这个房间就是包裹

睾丸的周围组织。

通常见到的鞘膜积液多为单侧，表

现为阴囊或腹股沟处形成球形或卵圆

形，表面光滑、有弹性和囊样感，一般呈

慢性、无痛性逐渐增大。积液量少时患

者可无明显症状，当积液量逐渐增多、

阴囊逐渐增大时，患者会感到阴囊下

坠、胀痛和牵扯感，触不到睾丸和附睾。

鞘膜积液的患者大多数无自觉症

状，有时肿块的大小可随体位的变动而

变化，站立位时肿块增大，平卧位后阴

囊肿块缩小或消失，称为交通性鞘膜积

液，鞘膜积液的检查方法也很简单，彩

超就可以明确诊断。

大多数患儿鞘膜积液可自行吸收

消退，鞘膜积液如积液量较少时，2岁以

内的儿童如无不适可以定期复查，2岁

以上的患儿建议住院手术治疗。

（王亚辉）

健康资讯

“健康中原行·大医献爱心”
志愿服务活动走进林州、汤阴

小儿鞘膜积液知多少

关注普遍的眼健康
今年6月6日是第26个全国爱眼日，今年全国爱眼日的主题是“关注普遍的眼健康”。

寿化山教授在华盛顿中心医院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