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位老患者服用阿托伐他汀已经数
年，胆固醇控制比较满意，且无任何不
良反应。有一次来复诊，说她去药店买
他汀时，售药人员让她买一些保肝药，
说“长期吃他汀伤肝，搭配着保肝药吃
就不怕了”。听了患者的叙述，我直接
说了一句：“别听店员乱说！”因为吃他
汀时，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常规服用保

肝药，理由如下：
1.他汀是很安全的

一类药物，多数人可以

很 好 地 耐 受 。 这 位
患 者 已 服 用 他 汀 好
几年了，没有任何不
良反应，说明她对他
汀耐受性很好，今后
发 生 副 作 用 的 可 能
性极小。

2.目前没有任何
证据证实，在服用他
汀 的 同 时 加 上 保 肝
药 能 减 少 肝 脏 损 害
的风险,售药人员的
说 法 毫 无 道 理 和 根
据。

3.目前市售的所
谓保肝药、护肝药，
很多是保健品，功效
并不确切，有些根本
没有保肝作用。

4.任何药物都有可能增加肝脏负
担，保肝药也不例外，长期服用也可以
伤害肝脏、肾脏。

有些患者因为担心他汀会伤肝，便
自行停药，用中药或者保健品替代，这
是很错误的做法。少数人服用他汀后
的确会有一些不良反应，但绝大多数都
很轻微，并且可控。相比不良反应，他
汀对心血管系统的保护作用更加明显，
因此该用药时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坚
持使用，不能擅自停药。

我们常说的心脏病发作，一般指冠心病或
心肌梗死等由于冠状动脉阻塞引起的疾病，很
多人甚至把心脏病和冠心病划上等号，但其实，
心脏病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包括心脏各种结构
或功能出现的疾病，冠心病只是其中比较常见
的一类。心脏病到底包括哪些疾病，下面我们
就来详细了解一下。

冠心病
稳定性冠心病：慢性稳定性心绞痛、缺血性

心肌病、隐匿性冠心病。
急性冠脉综合征：不稳定型心绞痛、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非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
死。

心律失常
窦性心动过缓、窦性心动过速、房性早搏、

房性心动过速、心房颤动、心室颤动、房室传导
阻滞等。

心肌疾病
扩张型心肌病、肥厚型心肌病、限制型心肌

病、心肌炎等。
先天性心脏病
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

肺动脉瓣狭窄、先天性主动脉缩窄等。
心脏瓣膜病
二尖瓣狭窄、二尖瓣关闭不全、主动脉瓣狭

窄、主动脉瓣关闭不全等。
心包疾病
急性心包炎、心包积液、心包压塞、缩窄性

心包炎等。
心力衰竭
慢性心力衰竭、急性心力

衰竭。

感到眼睛疲劳时，很多
人会顺手拿起一瓶眼药水，
滴上几滴。作为生活中最常
见的药品之一，眼药水几乎
人手必备。对准眼球就滴，
一瓶眼药水用个一年半载，
全家共用一瓶……这些错误
你还在犯吗？

含这3个字眼的眼药水，
滥用得青光眼

“激素类滴眼液容易导
致青光眼”，这一民间说法已
得到不少临床医生的证实。

激素类滴眼液像是一把双
刃剑，使用得当，治疗效果甚
佳；滥用误用，就会造成伤害。

激素类滴眼液是抗炎利器
眼科临床中，常用的含

有糖皮质激素的滴眼液，药
名中多含有“松”“龙”“泼”等字眼。

主要有甲羟松滴眼液、可的松滴眼
液、泼尼松龙滴眼液、氟米龙滴眼液、氯
替泼诺混悬滴眼液、利美索龙滴眼液、庆
大霉素氟米龙滴眼液、妥布霉素地塞米松
滴眼液（眼膏、凝胶）、氯替泼诺妥布霉素
滴眼液等。

它们都具有抗炎、抗过敏和抑制免疫
等药理作用，可减轻和防止组织发生炎症
反应，同时防止或抑制中间媒介的免疫反
应，减轻原发性免疫反应的扩展。

激素类滴眼液的副作用不容小视
长期而频繁地使用激素类滴眼液，可

能会产生以下副作用：导致眼内压增高或
激素性青光眼，引起视野缺损和视力损
害；可致晶状体后囊下混浊的激素性白内
障和继发性真菌感染等；极大地影响视功
能，甚至导致失明。

因此，如果眼睛产生了任何不适，千万
不要盲目使用激素类滴眼液，一定要到正
规医院经确诊之后，遵照医嘱，方可用药。

使用眼药水有哪些注意事项
很多人习惯将眼药水滴在眼中间，也

就是眼球上，这样的操作是不对的。
眼药水的药液刺激角膜后，眨眼次数

增多，使药液外流而降低疗效。同时，药
物直接接触角膜，也会给角膜带来更多的

药物性损伤。
1.变色或混浊，再用把眼伤
在使用之前，先检查一下药名，查看

需要滴的剂量，确定药品在有效期内。再
看看有没有变色、异味、混浊等情况，如
果出现性状异常则不宜再用。

2.用前洗净手，轻摇使混匀
滴药前应洗净双手，避免使用过程中

的细菌感染。
可采取仰卧位或坐位，头略后仰，左

手轻轻拉下眼睑成袋状，右手滴 1 滴眼液
于袋内后，轻轻提起下眼睑覆盖眼球，使
药液充满整个结膜囊内。

滴眼后最少闭眼 1～2 分钟。有些滴
眼液是混悬液（如可的松滴眼液），滴药
前应充分摇匀后再用，以免影响疗效。

如果有几种滴眼液都要使用，前后两
种之间必须有间歇（15 分钟左右），不可
同时滴入，否则可能影响药效，甚至发生
不良反应。

3.滴后压泪囊，避免进鼻腔
滴眼药水后要用食指压住内眼角 2~3

分钟。因为泪囊位于内眼角，若不及时按
压，眼药水会很快从此流入泪管，随后进
入鼻腔。

这样一是药水在眼球表面停留的时
间短，药效作用不充分；二是泪囊和鼻腔

内的血管丰富，药水被吸收到
血液里，可能会增加不良反应。

4.莫要共同用，避免传家人
家庭成员之间不要互相使

用眼药水，避免交叉感染。
5.用完拧紧盖，夏天放冷藏
用完后将盖拧紧，降低污

染风险。夏天气温高时，根据
贮藏要求，可以将部分眼药水
放入冰箱冷藏。

需要在冰箱冷藏的眼药水，
放进去前应确保瓶盖拧紧，最
好用塑料袋扎紧后再放进去。

此外，开封后眼药水与外
界空气接触，使用时还可能与
眼睑、眼睫毛接触，这都可能污
染眼药水。

因此，眼药水开封后建议
在一个月内用完，超过这个时

间就不要再用了。
眼睛累，不能光滴眼药水
许多人整天玩电脑、看手机、熬夜加

班，用眼过度，就会出现眼睛累，医学上
称为视疲劳。

视疲劳患者的不同症状
轻者出现双眼刺痛感、肿胀感、视力

减弱等典型症状，常伴有眼眶周围疼痛、
视物模糊、眼睛干涩、流泪等；重者伴有
头痛、恶心、眩晕。

视疲劳的情况十分多见，很多主打缓
解视疲劳的眼药水应运而生。不过，只点
眼药水却是错误的行为。

消除诱因，注意用眼卫生
缓解眼睛疲劳，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消

除各种诱因，注意用眼卫生，工作和阅读
环境要在明亮柔和的光线下；看电视、上
网要节制，合理安排作息时间。

日常生活中还要注意饮食和营养的
平衡，多吃些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蔬菜以
及富含维生素 A、D 的食物，如鱼、鸡蛋、
牛奶、猪肝、胡萝卜等，有助于改善眼部
的疲劳状态。

需要提醒的是，如果长期得不到缓解
或症状出现加重，建议到
医院进行专科检查，以免
延误病情。

假设你看到两位新同事的照片，一位瘦，
一位肥胖，那么，你对他们的第一印象如何？
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研究人员发现，胖、瘦会
影响人们对其性情和能力的判断。

此项研究分3次进行，先后共纳入1000多
名参与者，其中 45%为女性，平均年龄 35 岁。
参与者通过阅读目标对象的体形介绍或浏览
照片，对其热情度（温暖、友善、有教养、和蔼可
亲）、能力（独立、自律、受人尊敬、社会地位
高）、自控力、情感表达能力和吸引力（迷人、好
看、性感、美丽）等方面进行评价。

数据分析表明，偏胖的人被视为更温暖、
更具情感表达能力，但吸引力、能力和自控力
较低。换句话说，较瘦的人与较胖的人相比，
被认为会更有能力，这可能是认为他们具有更
强自控力，但性格更为压抑，情感表达能力相
对较弱。

之前，体重和体形往往与美丽和吸引力的
判断有关，目前研究结果表明，体形也会影响
人们对性情和能力的判断。但是，在判断陌生

人的自控力、能力、热情度或
情感表达能力时，一定要尽量
克服或减少体重偏见，切忌以
貌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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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豆奶、椰奶……市面上带有“奶”
字的饮品越来越多，这些营养“奶”制品是否
货真价实？近日，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
营养学专家利娅·道林博士对此进行了点
评。

牛奶。牛奶为人体提供的重要营养素
包括钙、蛋白质、维生素A、维生素D、维生素
B2、维生素B12、锌、磷和碘。其中，蛋白质的
数量和质量都很高，是人体优质蛋白质的良
好来源。牛奶还是人体最佳的钙吸收食物
来源，对骨骼健康起到重要作用。尽管牛奶
及其制品含有一定的饱和脂肪，但2019年一
项涉及21个国家的大规模研究发现，摄入乳
制品可降低心脏病和死亡风险。

豆奶。豆浆和豆奶都是由大豆加工而
来，其制作工艺有一定差别：豆浆加工步骤
少，保存时间短；盒装豆奶经过高压均质，
使蛋白质、油脂、磷脂等变成细腻而均匀的
液体乳化物，加上其经过了高温杀菌等步
骤，所以保质期更久。 豆奶是唯一在蛋白
质含量上可以媲美牛奶的植物奶。虽然量
上相近，但大豆蛋白的质量比牛奶还是略
逊一筹。豆奶中含有大豆异黄酮，这是一
种植物营养素，研究表明其可能对预防心
血管疾病有帮助。豆奶的劣势是可能引起
过敏，而且很多豆奶都加了糖。

椰奶。椰奶是椰肉经过压榨做成的，
但其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含量低，饱和脂
肪和热量高。椰子水是椰子内部的水，其
中的营养物质非常少，几乎不含脂肪。椰
汁则是把椰肉磨碎过滤，得到类似豆浆的
液体，再加入糖和乳化剂等获得的“有风

味的糖水”。它们的优
势在于不存在过敏的
问题，因此适合所有人
饮用。

医学医学
发现

论营养论营养，，牛奶＞豆奶＞椰奶牛奶＞豆奶＞椰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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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用这类眼药水伤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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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病到底有几类心脏病到底有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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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汀和保肝药他汀和保肝药，，不必吃一搭一不必吃一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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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刘先生问：我最近有些皮下出
血，压上去还存在暗红色斑块，请问是紫
癜吗？也有人说是血管炎，这两者有什么

区别？
专家解答：皮下出

血，出现暗红色或暗紫色

斑块，可能是紫癜的表现。如果局部没有
明显的外伤史，建议去医院查血常规、凝
血功能等明确出血原因。血管炎是一大
类疾病的统称或者是全身疾病的局部表
现，常常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等，需要系
统检查加以鉴别。

紫癜和血管炎有啥区别紫癜和血管炎有啥区别
潇翟潇翟

瘦人能干瘦人能干，，胖人热情胖人热情
刘丽丽刘丽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