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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玻璃体浑浊、 干眼
病等老年性眼病， 越来越多地成
为白领 “电脑终端性眼病”。

“从去年开始 ， 我就发现自
己的眼睛不太对头， 常常看到眼
前有一个个黑影飘过， 眼睛里总
像堵着什么东西。” 从事外贸工
作的潘先生介绍说， 他从大学时
代起就一直爱玩电脑 ， 最近5年
来， 每天他上班对着电脑， 下班
后继续玩电脑游戏到深夜， 眼睛
出现症状后他曾服过许多抗生
素， 却一直没起色。

类似潘先生这样的情况并不
少。 玻璃体浑浊正是 “电脑终端

性眼病” 的主要症状之一， 俗称
“飞蚊症”，患者会见到黑影飘动，
吃药、 滴眼药水等方法都很难使
患者的玻璃体恢复清澈透明。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干眼症
门诊中。 干眼是一种变态反应疾
病， 通常是受环境等后天因素影
响造成， 从前常发于老年人。 但
是， 近年来干眼患者急剧增加，
相当部分的轻度干眼症都产生在
白领中， 不少年轻人就诊时都反
映眼睛干、 红， 有异物感。

白领高发这两类眼病， 主要
是大部分白领多少都有近视、 散
光等屈光不正症状， 又常常在电

脑前动辄坐上三五个小时， 造成
他们久坐后头晕眼花、 眼干疼、
少泪。 在注视电脑时眨眼次数的
减少， 以及办公室的空调环境，
都进一步加速了泪液的挥发， 造
成他们眼球润滑度不够。

“电脑终端性眼病”始作俑者
并非电脑本身， 而是大量不科学
用眼的行为。 专家建议， 办公室
白领工作1至2小时后， 应适时活
动一下， 望绿、 望远。 另外， 多
转眼球也能促进眼部肌肉活动，
促进血液循环， 解除眼部疲劳。

■健康贴士

□本报记者 陈曦

大气污染已纳入心血管病高危因素
坚果类因为油脂含量很

高， 所以热量确实不低， 通
常都有六百多大卡/100克 。
但是， 也不用被热量吓着，
对于减肥来说， 没有绝对不
能吃的食物， 一切都是量的
问题。 而且研究证明坚果是
可以减肥的。 科学家分析了
803位被研究者的饮食习惯
发现， 那些食用最多松子、
杏仁、 核桃等树生坚果的参
试者比食用最少坚果的参试
者的肥胖率要低37%~46%。
学会以下几个窍门， 让您享
口福的同时 ， 还能轻松享
“瘦”。

寻找坚果的“好基友”

饭后一边看剧吃坚果 ，
不知不觉你就吃多了。 有研
究证明， 如果把坚果加入一
餐中， 搭配淀粉类食物吃，
能够让饱腹感更持久 。 所
以， 坚果不要放在饭后吃，
而应该放在饭前吃或和正餐
一起吃。

挑选“难吃”的坚果

人之初 ， 性本 “懒 ” ，
轻松进嘴的东西我们随手抓
来就吃。 但是要辛苦剥壳才
能吃到嘴， 人就懒得吃， 吃
的速度会慢很多， 进食量自
然也少。 为了避免自己把持
不住， 贪吃了坚果， 大家可
以挑选一些难剥开的坚果，
比如南瓜子、 松子、 带壳核
桃等。

不吃油炸坚果

油炸花生、 炸杏仁等味
道虽好， 但是脂肪更多， 热
量更高， 而且B族维生素被
破坏了 。 为了吃的健康放
心， 大家还是绕道烤制、 炒
制、 煮、 卤等方法加工的坚
果为好。 （张力）

不怕热量高
还能减肥

吃吃对对坚坚果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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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老百姓都知道当前我
国颗粒物大气污染严重 ， 尤其
PM2.5导致呼吸道疾病高发， 肺
癌的发病率增加， 颗粒物大气污
染对心血管是否构成危害？

曹倩： 颗粒物大气污染是新
的、 独立的心血管危险因素。 美
国2004年和2010年两次发布 “科
学声明” 提出： 颗粒物大气污染
是心血管病新的、 可控制的独立
危险因素， PM2.5与心血管疾病
尤为密切。

记者： 到底什么是颗粒物大
气污染？

曹倩： 在空气中传播的颗粒
物是一组成分复杂的混合物， 既
包括固态物质也包括液态物质，
大小不一， 化学成分不一， 随时
间和空间变化而出现变化。

原发性颗粒物： 直接被释放
到大气中的颗粒物，如汽车尾气。

继发性颗粒物： 在大气中因
生化反应而生成的颗粒物， 如由
二氧化硫 （SO2） 和硝酸可转变
为硫酸盐和硝酸盐。

记者： 我国颗粒物大气污染
的来源以及化学成分是什么？

曹倩： 我国大气污染的主要
来源有两种， 生产性污染， 为主
要污染物， 包括： 燃料燃烧； 生
产过程排出的烟尘和废气； 农业
生产过 程 中 产 生 的 粉 尘 和 雾
滴 。 生活性污染， 包括由炉灶
和采暖锅炉耗用煤炭产生的烟
尘、 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 交通
运输性污染。

中国城市大气污染的特点以
“煤烟型” 为主， 悬浮物含量高，
北方内陆城市由于气候干燥尤其
严重， 含菌量大。 城市人均绿地
面积小， 人口密集， 大气中细菌
含量较高， 冬季比夏季污染重，
部分大城市污染转型， 逐步从煤
烟型污染转变为汽车尾气型污染
或复合型污染。

记者： 颗粒物大小是怎样划
分的？ 对身体的伤害与颗粒物大
小有什么关系？

曹倩： 颗粒物大小按颗粒物
直径大小分为 ： 非吸入性颗粒
物 ： 直径大于10um； 可吸入性
颗粒物 ： 直径小于10um； 粗颗
粒物 ： 直 径 在 2.5um 到 10um；
PM2.5 （细 颗 粒 物 ）：直 径 小 于
2.5um， 与健康关系最为密切 ；
PM0.1 （超细颗粒物， UFP）： 直

径小于0.1um， 可直接经肺泡进
入血液循环。

记者： PM2.5对心血管有哪
些危害？

曹倩： PM2.5是隐形健康杀
手， 与心血管事件相关。 主要来
源于燃料燃烧产生的原发和继发
性物质 （如尾气 ）， 不易沉降 ，
漂浮时间长。 PM2.5大部分沉积
于肺的深部； 敏感人群只需数小
时至数天暴露于PM2.5浓度增高
的环境中， 则急性心肌梗死、 卒
中、 心律失常和心力衰竭的发生
率增加。 长期居住于颗粒物大气
污染增加的地区， 心血管疾病发
病率和死亡率均会升高。

根据颗粒物大气污染对心血
管疾病影响的研究汇总 ：PM2.5
浓度每增高10ug/m3的环境中，全
因死亡率约升高10%， 而心血管
死亡率升高3%-76%； 在改善空
气质量的多项干预研究中显示，
PM2.5浓度每下降10ug/m3可使平
均寿命延长 0.61±0.20年 ；PM2.5
浓度每增加10ug/m3也会使住院
率升高， 包括增加脑血管病住院
率 0.81% 、 外周血管病 0.86% 、
缺血性心脏病0.44% 、 心律失常
0.57% 和心力衰竭1.28%.

记者： 我们如何做才能预防
和减少颗粒物大气污染对心血管

的伤害？
曹倩： 《AHA关于空气污

染与心血管疾病的科学声明》
中建议:

1.治疗传统的心血管疾病危
险因素， 减轻易感性；

2.所有心 血 管 疾 病 患 者 应
接 受 关 于 空 气 污 染 对 心 血 管
疾病的危险性的教育 ， 包括如
何获取本地的天气情况及空气污
染状况；

3.对于易感人群， 减少在污
染的大气环境中 （如交通高峰时
的马路） 不必要的暴露；

4.如果旅行或上下班不能避
免， 关上车窗并保持车内空气过
滤系统良好状态。

颗颗粒粒物物面面前前 别别说说你你有有免免疫疫力力

一说到心血管病的危险
因素， 我们就会想到高血
压、 高胆固醇血症、缺乏运
动、肥胖、吸烟等等。 但是，
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 环
境因素如空气污染、 饮水
污染、 接触某种化学物质
或金属等均在心血管疾病
发生中发挥重要作用， 增
加了公共健康风险， 其中
大气污染已被纳入心血管
病高危因素。

不科学用眼行为是元凶
白领电脑终端眼病逐年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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