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邹天福，康复师，长期从事神经内科工

作，擅长运用现代康复技术与传统中医康复

相结合治疗眩晕综合征、中风偏瘫及并发症

足内翻等疾病。我院老年病科康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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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蕴波，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

导师，吉林省中医药学会全科医学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

眼科专业委员会常委；曾于 2006 年在北

京协和医院眼科进修学习一年。擅长运

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干眼症、黄斑变

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视网膜动静脉

阻塞、青光眼等疾病。我院眼科医生。

撰写国家及省级论文 20 余篇，主持

并参与卫生厅、教育厅及省中医局课题

10 余项。获得省科技厅科技成果 3 项。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及工作节奏的

加快，高科技视频产品的流行应用等原因

导致不科学用眼增多，干眼症发病率逐年

提高，成为眼科常见疾病。干眼症是由于

泪液的质和量异常而引起泪膜不稳定和

眼表损害导致眼部干涩不适症状的一类

眼病。泪液由外至内分为油脂层、水液

层和粘蛋白层，这三层若其中一项分泌

异常，就会产生干眼症。最新研究表明：

眼表面的改变、基于免疫的炎症反应、细

胞凋亡、性激素水平的改变是干眼症发生

的相关因素，病因大致可以分为由于泪腺

功能减退导致水液层分泌不足、眼睑睑板

腺功能不良导致油脂层分泌不足、维生素

A 缺乏、慢性结膜炎、化学性灼伤导致粘

蛋白层分泌不足。其中水液层缺乏是导致

干眼症最常见的原因：老年性泪腺功能减

退、工作压力大或情绪紧张时，长期使用

安眠药、避孕药、抗组织胺类等药物均会

影响泪腺分泌功能导致水液层缺乏。另

外，在日常生活中与手机、电视、电脑接触

得越来越多、长时间面对荧屏，过度阅读，

也是干眼症的主要危害因素之一。据调

查，每天在电脑、手机前阅读 3 小时以上

的人中，90％的人都患有干眼症。而在未

来 5 年中，干眼症患者人数还将以每年

10％以上的速度上升。干眼症早期症状

包括：刺激感、流泪、烧灼感、针刺感、

干燥或异物感、轻度发痒、不能耐受角

膜接触镜、眼红、粘液性分泌物、瞬目

频率加快、日间症状逐渐加重，同时干

眼症患者常常诉说自己的眼睛易于疲劳，

有畏光和间歇性模糊或其他的视力问题，

使得读书和视物时发生困难。发生这些

困难的原因是当工作需要注意力集中时，

瞬目的频率明显减少。当瞬目频率减少

时，角结膜暴露时间过长，泪液蒸发的

时间将会明显延长，导致泪膜破裂时间

缩短，失去了对眼表组织滋润及保护作

用，从而导致眼部干涩不适。临床中通

过泪液分泌功能测定 （Schirmer’s test ）及

泪膜破裂时间（BUT）、角膜荧光染色等方

法进行检测，前两者中有一项异常即可明

确临床诊断。

目前西医对干眼症的治疗方法主要

是应用人工泪液，临床中常用的人工泪液

包括玻璃酸钠、硫酸软骨素、聚丙烯酸、羟

丙基甲基纤维素、重组人成纤维生长因子

等，但无论使用任何一种成分人工泪液，

也只是对症治疗，无法从根本上解除病

因。干眼症在中医属“神水将枯”或“燥症”

的范畴，又称“白涩症”。中医学认为本病

由于邪热留恋、肺阴不足、脾胃积热及肝

肾阴亏、阴血不足导致目失濡养所致。中

医治疗方法除针对不同症型辩证施治，分

别选用清热利肺；滋阴润肺；清热利湿、宣

畅气机；补益肝肾、滋阴养血等中药汤剂

加减，同时采用针刺、穴位按摩、中药熏洗

等治疗方法调理全身机能、增加泪液分

泌，从而从根本上改善了干眼症状。

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保持良好的工作

生活习惯是预防干眼症的有效手段，干眼

症患者可以通过以下情况来减轻眼部干

涩症状：

1.勤眨眼。

眨眼是一种保护性神经反射动作，

可以使泪液均匀地分布在角膜和结膜表

面，以保持润湿而不干燥。一旦眨眼次

数减少，直接导致暴露在空气中的泪膜

快速蒸发，失去对眼表组织的保护作用。

操作电脑、驾车、读书等长时间用眼时，

提醒自己不要太过专注，适当增加眨眼

次数。一般大多数人 5 秒钟眨一次眼，

每分钟眨眼约 12-14 次。

2.注意用眼卫生。

要注意用眼卫生，避免用手揉搓眼

睛，用眼一小时左右休息一会儿，闭目

养神，眺望远处。对眼睑上有油性分泌

物、碎屑、脱落物的患者来说，要注意

保持眼睑卫生。

3.避免长时间使用手机及电脑。

长期应用电脑及手机工作的人群，

特别是年轻人应该注意减少使用电脑及

手机时避免连续长时间使用电脑。工作

的姿势和距离也是很重要的，尽量保持

在 60 厘米上以距离，调整一个最适当的

姿势，使得视线能保持向下约 30 度，从而

使眼球表面暴露于空气中的面积减到最

低。

4.饮食多样化。

长期从事电脑操作者，要多吃一些新

鲜的蔬菜和水果，同时增加维生素 A、B1、

C、E 的摄入。如豆制品、鱼、牛奶、核桃、

青菜、大白菜、空心菜、西红柿及新鲜水果

等。每天可适当饮绿茶、菊花茶，因为茶叶

中的脂多糖，可以改善肌体造血功能，茶

叶还有防辐射损害的功能。

5.尽量减少使用空调。

尽量少使用空调，空调除了调节温度

之外，还会抽湿，减少了空气里水分的含

量。在这种干燥的环境中，泪膜蒸发率增

加，容易使眼睛发干、发涩。气候干燥的冬

季，为干眼症的高发季节。天气炎热，使用

空调要注意定时开窗通风，或者在房间里

放置一台空气加湿器。保持房间湿度在

30%—50%之间。

6.按需点人工泪液。

滴用人工泪液要注意不要过频，一天

最好不超过 6 次。因为如果一天超过 6 次

以上，就会把正常的泪膜冲走，从而加重

症状。

7.避免滥用药物。

长期应用某些药物能使您的眼睛感

觉越来越干燥，如抗组胺药、鼻减充血剂、

镇静剂和抗抑郁药，您需让医生了解自己

正服用的药物，因为其中一些药物会加重

干眼症状。

■眼科副主任医师 商蕴波
于清华，副主任医师，吉林省中医药学会

“首届心衰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中

西医结合学会“第二届动脉粥样硬化专业委员

会”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经方临床

应用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

会“双心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委。擅长运用中

医及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心血管内科疾病，

如冠心病、心律失常、心衰、心肌炎、高血压

等。我院心病科医生。

曾负责、参加多项省级科研课题，所参加

课题获得吉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1 项、吉林省

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在国家及省级杂志上发

表论文 10 余篇。

“生命在于运动”，适当的运动对所有人是

有益的。尤其对于患心脑血管疾病人群，运动

可纠正血脂异常，有氧运动可降低血压、减少

血小板凝集因子，改善心肺功能。对于存在多

种心脑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人群，运动有利于

心脑血管、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的预防，运动可

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使血糖降低，同时运动

是有效的减肥方法，防止骨质疏松。运动除可

以强身健体，还可以陶冶情操、培养生活情

趣、缓解精神压力、放松紧张情绪、全面提高

生活质量。

一、如何正确进行运动

1 .运动前热身。每次锻炼的开始应先进行

热身活动。如果在肌肉变暖之前运动，就很容易

造成肌肉拉伤，因此，热身运动是不可少的。

2.运动过程。也称为有氧运动期，此阶段的

心率明显快于安静时，并且维持 20～30 分钟。

有氧运动有：行走、慢跑、游泳、爬楼梯、骑自行

车、打球、跳舞、打太极拳等。

3.恢复过程。也称放松期。

二、运动前的准备

1.做一次全面的检查，包括血糖、糖化血红

蛋白（或果糖胺）、血压、心电图、眼底、尿常规、

肾功能、心功能和神经系统检查。如果年龄已超

过 40 岁，最好作运动激发试验后的心电图，了

解有无冠心病，此外，还应进行足部和关节部位

的检查，明确有无病变。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建

立一套完整的病史档案。

2.制定合理的运动方案。根据检查结果，与

医生共同讨论目前的病情是否适合运动，每天

的运动时间及运动频率如何，每次运动持续多

长时间、运动的程度如何等。

3.选择合适的运动鞋、袜，选择合适的运动

场所。

三、如何判断运动强度

1.坚持经常锻炼，每周至少 150min，运动 3

次以上。

2. 每次运动的时间不少于 20～30 分钟，一

般不超过 1 小时，包括运动前准备活动及运动

后恢复活动。

3.根据年龄计算，最大安全运动心率 =220-

年龄。例如，你的年龄是 60 岁，你的最大安全心

率是每分钟 160 次，医生要求你运动时的心率

为最大安全心率的 50%，则开始运动时的心率

应维持在每分钟 80 次。

4.根据自我感觉估计运动强度。

运动量适宜：运动后稍有轻微的出汗和乏

力，休息后可消失并感轻松愉快，次日体力充

沛。

运动量过大：运动后出现大汗，心悸、气促，

非常疲劳，休息 15 分钟脉搏未恢复，次日感周

身乏力。

运动量过小：运动后无汗，无发热感，脉搏

无变化或者在 2 分钟内恢复。

四、运动注意事项

1.定时定量。运动的时间最好相对固定，饭

后 1～2 小时参加运动较为合适。

2.按时测量血糖。运动时血糖降低易出现低

血糖，而血糖过高又会加重病情。

3.随身携带易于吸收的食物和水等。如水果

糖、巧克力、软饮料或葡萄糖干，当血糖较低时

及时服下就可以避免低血糖的发生。

4.随身携带糖尿病卡并放置在醒目的位置，

以便发生意外时可以得到有效的帮助。

5.注意双足的保健，以防足损伤的发生。

6. 每次运动前后都要进行热身运动及放松

运动。

7.尽量避免恶劣的天气。

8.运动的原则应该因人而异，循序渐进，适

可而止，持之以恒。

五、如果你有这些情况，请暂时不运动

1.有急性并发症的病人，如急性感染、酮症

酸中毒、高渗性昏迷或乳酸性酸中毒等。

2.病情控制不佳、血糖很高的患者，或血糖

波动明显的患者。一般说来，如果 2 型糖尿病血

糖≥22.2mmol/L，1 型糖尿病血糖≥16.7mmol/L

时，不宜进行体育运动。

3.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伴有出血倾向者，尤其

不宜参加剧烈运动。

4.糖尿病合并心、脑急性梗塞等。

5.有慢性并发症的病人，如心、肾功能衰竭、

严重的下肢大血管病变、植物神经病变和严重

高血压等。

■心病科副主任医师 于清华

眩晕是空间定位觉障碍产生的一种运动

的幻觉或错觉，是患者主观空间定向觉错

误，能明确叙述自身转动 （自动性） 或环境

转动 （他动性）。眩晕也可认为是人与周围

环境之空间关系在大脑皮质的反应失真。

大多数学者认为，眩晕具有环境或自身

的运动幻觉，包括旋转、滚翻、倾倒、摇

摆、浮沉等感觉。人体维持平衡主要依赖于

由前庭系统、视觉、本体感觉组成的平衡三

联，以及它们在中枢神经系统内不断被整合

的功能。三种定位感觉之一受损，发出异常

冲动均可引起眩晕。

药物治疗和外科手术治疗是目前国内治

疗眩晕的两种主要手段。然而这两种方法存

在其自身的缺陷，如药物毒副作用、手术的

创伤及术后并发症、治疗费用的昂贵等等，

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患者无法通过药物或手术

达到缓解症状的目的。在这种背景下，基于

前庭代偿机制的前庭康复治疗 （Vestibular

Rehabilitation Therapy， VRT），因其无 创、

廉价和肯定的疗效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治

疗眩晕的第三大主要治疗手段。眩晕的康复

疗法主要有：

一、前庭康复训练

训练包括由简到繁的眼、头和姿势运

动。要求患者进行的训练动作可能会诱发眩

晕。

1.头部训练 （分别在睁眼和闭眼时进

行）。低头、抬头、向两侧转头。

2.凝视训练。头部运动凝视固定不动的

视靶、头部运动凝视移动的视靶、眼球上下

左右运动。

3.位置训练 （分别在睁眼和闭眼时进

行）。床边进行起坐训练、高抬腿原地踏步

训练。

4.姿势训练 （睁眼闭眼均需训练，闭眼

时需加强对患者的保护）。双脚尽可能靠拢

和站立、单脚站立，脚跟对脚尖直线行走、

绕圈行走，绕支撑点转圈，绕障碍物行走。

患者应该每天坚持运动，运动节奏十分

重要。起初，病人应进行舒缓诱发运动，避

免无法承受的眩晕和恶心。随着运动强度和

速度的逐渐增加，运动诱发的眩晕将逐渐减

少。培养乐观现实的心态十分重要。

二、感觉运动的康复训练

一些患者，特别是老年或中枢神经系统

病变的患者，需要额外制定合适的姿势进行

训练。病人应该进行对身体重心控制的行为

训练，包括在一定的支撑下，如何移动自己

的重心 （踝关节和髋关节的运动）；重心移

动时，如何相应的移动支撑物。

三、髋关节的协调运动训练

大范围的摇摆或者站在狭长的条形物体

上，进行踵趾步态或单腿站立，一般患者单

腿站立需要静心，时间争取在半小时左右。

四、踝关节的协调运动训练

要求患者保持身体直立，髋关节和膝关

节不弯曲，然后前后左右小幅度摇摆。如果

病人站立不稳或恐惧，可以在双杠下、靠墙

或站在前面摆有桌椅的拐角处附近进行练

习。

五、行走的协调运动练习

尝试进行身体重心超出支撑范围外的行

走是平衡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初可以在

双杠下或靠墙进行，此时医护人员还可以外

加对患者肩关节的拉推。

六、提高定向力和感知力

治疗的目标是：当定向信息的准确性和

有效性出现变化时，患者仍然能够在各种复

杂的静态或动态训练中保持平衡。平衡更多

依赖于本体觉的患者，需要更多的在表面不

太坚硬和平整的物体上 （海绵、斜面、摇晃

的木板） 进行训练。平衡依赖视觉的患者，

则需要更多地在视觉缺失 （闭眼） 或减少的

情况下进行训练，还可以使视觉效果模糊。

最后，为了更好的使用残留的前庭功能，要

求患者在本体感觉和视觉同时缺失 （闭眼）

的情况下进行平衡训练。

七、视觉脱敏

对因为自身视觉或场景运动敏感及耐受

不良的患者，视觉脱敏是一个很好的治疗方

法。降低视觉敏感的方法，是让患者逐步暴

露于视动性刺激的环境中，经受脱敏治疗。

八、中医思维的介入

对于眩晕的康复，很多时候单纯的康复

方法效果并不持久。有时患者良好的状态仅

能维持一两个小时，而有时又会出现胃肠道

反应，这时需要考虑治其本。中医治疗，离

不开升降二字，即升其清，降其浊。一些患

者的情况还要养其真。祖国医学认为，眩晕

可由风、痰、虚引起，故有“无风不作眩”、

“无痰不作眩”、“无虚不作眩”的说法。眩

晕与肝相关，常累及脾肾，其证分虚实。因

其现在生活环境影响，临床常见患者均是虚

实夹杂居多，升清降浊常贯穿治疗全程，肝

升胃降，脾升胃降。

1.晕听区的按揉。按揉头部颞侧晕听反

射区，患者常有酸胀疼痛的感觉，每一次康

复坚持按揉，酸胀疼痛感逐渐消失，可达升

清降浊目的，患者常有头脑清爽，眼睛明亮

的感觉。

2.跺脚。跺脚法在眩晕康复中应用频

多，其作用升清降浊，尤偏于降浊功效。本

法常在患者经康复训练刺激而眩晕感觉增强

时使用，常嘱患者使劲跺脚，直至足部附近

酸胀或发热为止 （有膝关节病变患者慎用）

眩晕重并伴有恶心症状者，跺脚次数加倍，

一次康复过程常用到五至七次。

3.金鸡独立。金鸡独立法亦遵循升清降

浊，要求患者内心平静，时间逐渐延长至 30

分钟。长期坚持，对发病患者病后下肢无

力，走路不稳感有良效，有助于感觉障碍的

恢复。

4.揉筋骨。常有眩晕患者因患病久长期

紧张而有抑郁倾向。针对此类患者，考虑养

其真，即养其肝性，肝主筋，肝喜条达而恶

抑郁。治疗采用牵伸术，脊柱背部进行对其

推拿点按，四肢牵伸，以达舒筋骨，养其真

之功。

康复过程中切记要循序渐进。医师需尽

力为眩晕患侧制定一个全面评估和康复训练

的计划，但并非所有的病人均需要经过如此

的程序。对于接受能力和合作性强的患者，

告知眩晕康复的原理以及如何进行循序渐进

的运动方式即可。制定并向患者阐述清楚每

天渐进式的训练计划，以达到良好的治疗效

果。

西医康复治其标，中医思维治其本。中

西医结合进行眩晕的康复治疗，常收到良好

效果。

眩晕康复

■老年病科康复师 邹天福

如何远离干眼症

运动
让生命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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