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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白变色，
疾病要来
喻京生

对于眼睛，中医认为，望而
知之谓之神，眼睛不但是心灵的
窗户，也是健康状况的警报器。
比 如 健 康 的 眼 白（医 学 上 叫 巩
膜）是瓷白色，有光泽，没有斑点
及血丝，而有些人的眼白却有着
不一样的颜色。导致眼白变色
的原因很多，下面这几种情况，
我们要多多留心。
1.眼白变蓝。根据大量临床
研究结果，眼白变蓝是缺铁性贫
血的敏感信号，其诊断的特异性
达 90%以上，且持续时间长，易
于辨识。这是因为缺铁导致构
成巩膜的胶原合成受阻，从而使
巩膜变薄。发现这种情况应及
时去医院就诊，改善贫血状况。
2.眼白发黄。眼白发黄一般
见于黄疸患者，黄疸与胆红素代
谢紊乱相关，这类患者除眼白变黄外，可伴
有腹痛、瘙痒、发热等症状，此时需要及时
就医，严重者可能危及生命。新生儿有生
理性黄疸，一般不用特殊处理。老年人会
出现不均匀的眼白变黄，主要是由于黄色
脂肪堆积，也不用就诊。
3.眼白发红。眼白轻微发红较常见，

熬夜、饮酒等都会出现密布红血丝的双眼，
另外急慢性结膜炎、各种角膜炎、虹膜睫状
体炎、青光眼等也会导致眼白发红。我们
不能单从红眼的轻重来判断眼疾的轻重，
比如急性结膜炎，充血虽重，但一般没有大
问题。而虹膜睫状体炎、青光眼等，有时充
血不太明显，
却是不可忽视的重症眼疾。

4.眼白出现血片。眼白出
现血片，常为结膜下出血，多
见于老年人以及患有高血压、
糖尿病、血液病者。这类人群
要注意检测血压、血脂，注意
清淡饮食。眼白出现血片，关
键是寻找出血原因，针对原发
病进行治疗。
5.眼白出现红点。一般糖
尿病患者的眼白会有红点。
糖尿病眼部并发症非常多，如
白 内 障 、糖 尿 病 视 网 膜 病 变
等，但很多糖尿病患者并没有
这方面的意识。建议糖尿病
患者不仅要关注眼白颜色，还
要关注视力、眼底变化。
6.眼白出现蓝灰色、黑色
斑点。眼白出现蓝灰色、黑色
的斑点，且斑点呈现三角、圆
形、半月形的症状，多见于蛔虫病患。这类
患者需服用驱虫药。
7.眼白出现绿点。这可能是肠梗阻的
早期信号。肠梗阻的其他早期信号并不明
显，
所以眼白出现绿点一定要引起重视。

健康话题

确诊高血压

为何还验血验尿
郭艺芳

很多人确诊高血压后，医生会让其化验血、
尿，甚至做超声、心电图等检查。有病人对此不理
解：
“ 得了高血压吃降压药不就行了，干嘛还做这
么多化验、检查？”下面我就来为大家讲讲这其中
的道理。
化验尿，主要是看尿里面是否有蛋白。长期
控制不佳的高血压很容易引起肾脏损害，如果有
蛋白尿，往往提示肾脏已出了问题，这时需要更积
极、强化的治疗，在降压药物选择方面也要更讲
究。也就是说，尿液中有或没有蛋白，治疗方法不
尽相同。验尿还有助于判断是否有糖尿病，合并
糖尿病的高血压患者在降压药选择上也有特别之
处。
化验血，也是为了解血糖和肾功能，其意义如
前文所述。合并糖尿病或存在轻度肾功能损害的
高血压患者，应首选普利类或沙坦类降压药，但如
果肾功能损害严重，就不能用这两类药了。验血
的另一个目的是检查胆固醇水平。血液中胆固醇
水平越高，患者的心脑血管就越危险，越容易发生
心梗、脑梗，降压治疗更要积极，且可能要应用他
汀等降脂药。最后，验血可以查血钾。血钾偏高
提示不能用普利类和沙坦类降压药，偏低则不能
用利尿剂。低血钾还提示存在继发性高血压。
在此提醒病友，确诊高血压后要听从医生安
排，进行一些必要的化验检查，这有助于全面评估
病情，制订最为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案并选用合适
的降压药。

瘀。老年人的气减
少 了 ，血 流 跟 着 缓
慢,因而容易出现血
瘀。久病也会导致
气 滞 、血 瘀, 一 是 因
为久病之人多情绪
低 落 ，容 易 气 滞, 二
是因为久病之人耗
气伤血。此外，一些
血瘀患者也与后天
受到外伤有关。
血瘀体质最常
出现在两类人群中
——女性和老年人。
女性以血为本，
容面枯萎、面色晦暗、暗斑蜂起、抬
头纹等，都和血瘀有关。每月月缺
时，女性朋友不妨喝上 3~5 天的四
物汤冲剂，血瘀较重者，行经时有
瘀血块的人，可配合桂枝茯苓丸使
用，
能帮助缓解血瘀症状。
中医上说的血瘀，还跟现代医
学上讲的血黏度（也可以说血脂）
高比较相近。当血黏度高的时候，
血流就会变慢，如果堵到脑血管
了，就会引起脑中风；堵到心血管
了，就会引起心肌梗塞；如果堵到
周围血管了，就会引起下肢动脉硬
化闭塞症……老年人如果有高血
脂、动脉粥样硬化的话，可以取 10
枚山楂，用红糖熬水喝，红糖加多
少没有定数，根据自己的口味就
成。其中，山楂可以活血化瘀，红
糖可以补
血生血。

血瘀体质，
血瘀体质
，喝山楂红糖水
吕沛宛

水管里水垢多了会堵,使水流
不通。血管也是如此。当体内血
液运行不畅或内出血不能消散、成
为瘀血阻滞血流时，即为血瘀。中
医认为，
“不通则痛”，因此，血瘀体
质的人最典型的症状就是疼痛,而
且多是刺痛。由于微小血管堵塞,
影响全身的营养吸收,血瘀者多形
体消瘦、面色晦暗、面部有暗紫色
痤疮或结节、嘴唇颜色偏暗、易脱
发、肌肤甲错（皮肤如鱼鳞状）或有
瘀斑。女性患者一般有痛经或月
经前几天、尾几天颜色深暗成褐
色，周期半月不等。另外, 血瘀体
质的人还容易心烦心悸、健忘、舌
质多暗。
出现血瘀体质，除遗传因素，
还和“气”运行不畅有关。气为血
之帅，气行则血行，所以人在生气、
压抑等情绪下会气滞，进而出现血

李锦

关注三高

医生的话

张冕

读者李先生问：我今年 65 岁，身边的老伙伴
们头发都特别干，我却特别爱出油，几乎天天都
得洗，这是什么原因？
专家解答：老人头发油与皮肤结构和性质有
关。人的皮肤大致分为油性、干性、中性和混合
性。混合性皮肤多见于 25~35 岁，30 岁后中性皮
肤大多转为干性皮肤。老人最多见的是油性皮
肤和干性皮肤，其中干性皮肤更多。李先生头发
油，
主要是因为其属于油性皮肤。
油性皮肤主要因皮脂腺分泌过于旺盛所致，
在青春期达到高峰。尽管老年期皮脂腺分泌有
所减退，但受内分泌因素影响，依然会保持这种
油性。因此，能引起皮脂腺过多分泌的因素，都
是导致老人头发油的原因。比如环境因素，当皮
肤长时间处于干燥环境，皮脂腺会过度活跃，出
现异常出油现象，而皮肤表面湿度高时，皮脂乳
化、扩散会变得缓慢；经常吃油腻、辛辣刺激性以
及高糖高热量食物，可促使皮脂腺分泌量增加；
睡眠不足、过度疲劳、熬夜、忧虑等都是诱因。
有这方面问题的老人，不妨试试两招。一是
“控油补水”：控制高脂、高糖和辛辣食物的摄入
量，多吃蔬果，常吃富含维生素 B6 的食物，如瘦
肉、鸡肉、鱼肉、核桃、香蕉等，多喝水。保证充足
睡眠，避免疲劳，保持良好情绪。二是不留长发，
勤洗头，保持头皮清洁，水温最好在 20℃左右，
过热会刺激油脂的形成。要选用弱酸性天然型
洗发水，避免使用碱性较强的肥皂，还可适量使
用护发素，不仅能补充水分，调节皮肤酸碱平衡，
还能收缩头皮毛孔，减少油脂分泌。梳理头发时
动作要轻柔，以免刮
伤头皮，
损伤毛囊。

专家释疑

健康常识

千万别打美白针
美白针的主要成分是传明酸、
谷胱甘肽、维生素 C，其中起到主要
美白作用的是传明酸。传明酸又叫
氨 甲 环 酸 ，是 一 种 抗 纤 溶 止 血 药
物。其机理是，传明酸通过与赖氨
酸位点的可逆性结合，来竞争性地
抑制纤溶酶原激活物的活性，从而
抑制黑色素的形成。所以，理论上
来说，美白针的确能美白。
但是，传明酸在医学上最大的
用途是凝血，长期使用会有产生血
栓的危险。而美白针要想起到美白
效果，就需要长期使用，因此造成血
栓是它的最大风险之一。传明酸其
他的不良反应还包括胃肠道不适，
如恶心、呕吐及腹泻等。
美白
针的另一

老人头发油啥问题

个重要成分是还原型谷胱甘肽。还
原型谷胱甘肽临床上主要用来辅助
肿瘤化疗，有保肝护肝的作用。之
所以能美白，是因为它能抑制酪氨
酸酶的活性，从而抑制黑色素的形
成。化疗病人使用后，有些会出现
脸色苍白、血压下降等副作用，一般
医生看到这些症状，就会给病人停
药。令脸色变得苍白的副作用，却
让一些人看到了皮肤变白的可能，
于是把谷胱甘肽变为美白针的成分
之一。维生素 C 是抗氧化剂，可以
参与体内许多氧化还原反应，还可
以增强谷胱甘肽的作用。
因此，奉劝那些想要跟随明星
步伐打“美白针”的人，一定要打消
这个念头。毕竟，美丽可贵，健康无
价。

老人多喝水

思维更敏捷
潘晓彤

美国生理学会一项新研究表明，多喝水能帮
助老年人增强认知功能并提高执行能力。
研究人员组织了一次大型公路骑行活动，选
手平均年龄在 55 岁以上。活动开始前后，研究
人员对参加者进行尿样采集和路线规划的能力
测试。参加者的尿样被分为正常水合组和脱水
组；能力测试的项目包括路线计划、体力分配、实
际执行等多项技能考核。结果发现，正常水合组
的完成能力考核的时间和质量均优于脱水组。
研究人员表示，中老年人的口渴感可能相对
比较迟钝，这使得他们容易有脱水的危险。老年
人平时应多喝水，尤其是在运动前、运动中和运
动 后 ，要 补 充 大 量 水
分，这样做可以帮助他
们保持敏捷的思维。

医学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