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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和视力问题
眼睛的基础护理

保持面部和眼睛周围清洁，避免强光、大风和损伤可预防许多常见眼疾造
成的伤害、不适、疼痛和发红。多吃营养食品也可预防许多眼疾。

损伤可影响视力甚至失明。如果出现严重眼睛损伤或危险症状（8页），
迅速到最近医院或门诊。他们可帮助你找到需要的眼科专家。

如果不能看清太远或太近的物体，需要佩戴眼镜获得更好视力。视力随时
间而变化，需要经常更换合适的眼镜。

对于成年人来说，白内障（19页）和青光眼（20页）是引起视力减退最终
导致失明的常见病。治疗有助于恢复视力，至少不会变得更糟糕。了解眼睛及
其结构可帮助保持眼睛健康，预防眼疾。

眼睛构造
泪腺产生眼泪
眼睫毛
黑色部分是瞳孔
有色部分是虹膜
眼睑
泪管把眼泪排到鼻腔 

角膜是覆盖瞳孔和虹膜的透明薄膜 

结膜是覆盖眼睛白色部分的薄膜 

眼球位于眼睛内部，圆形、透明，用来聚光。



 新版医生在你身边：新增章节 
2 眼睛和视力问题

18 April 2018

如果眼睛健康：

·· 眼睑开关自如，眼睫毛弯曲朝外，而不是朝内。
·· 白色部分全白，光滑、湿润
·· �覆盖瞳孔和虹膜的角膜透明、晶莹、光滑、清
澈。

·· 瞳孔又黑又圆，通过扩大或缩小反射光线强弱。

保持眼部清洁
为了预防眼疾，经常洗脸，可避免脏物和细菌进

入眼里，引起疾病。

不一定用太多水洗脸。可用干净塑料瓶和其他容
器里的水轻拍脸颊（请看水与卫生：保持健康的关
键，4页），保持脸部和双手干燥，不要与人共用毛巾
和浴巾以免引起细菌传染。

如果眼睛感染，经常用
干净毛巾和干净水清洗眼睛。从靠近鼻子的内眼角
轻轻向靠近耳朵的外眼角擦拭。用毛巾的不同部分
擦拭两只眼睛，彻底清洗毛巾并干燥，以备下次使
用。

清洗已感染眼睛前后用肥皂消毒双手，以避免
感染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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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清除眼睛异物或者睫毛？
让她闭上眼睛，上下左右转动。帮助她翻开眼睑，眼球

上下移动。这样可使眼睛流泪把异物冲洗出来。还可以轻揉
另外一只眼睛帮助两只眼睛流泪。不要擦拭疼痛眼睛。

也可用洁净水清除异物和睫毛。只能用洁净水，不能用
其他液体。睁开眼睛，用杯子里的洁净水清洗（或者用没有
针头的干净注射器冲洗）。患者可躺下或让头部后仰，这样
可使水从内眼角（靠近鼻子）流到外眼角（靠近耳朵）。

如果看见异物，可用小块湿巾、干净毛巾、纸巾或者棉
签轻轻擦拭清除。

如果异物在上眼睑里面，只能用棉签把上眼睑撑开，同
时请患者朝下看。

使用清洁毛巾、纸巾或者棉签清除睫毛或异物。注意一定要清除眼睛里的异物。

如果不能轻易清除异物，在感觉不适的地方使用少量抗生素眼膏，保护眼
睛（12页），把病人送医院求助。

眼睑里面的异物会
损伤或者擦伤眼
睛，所以不要擦拭
眼睛。眼睛会把异

物冲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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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危险物、 
污染和强光对眼睛的伤害

化学品、空气及水污染，和强光（紫外线或UV光）会损伤眼睛，引起眼
疾。在家里或单位时，很多物体和化学品可伤害眼睛。

·· 烹调：烹调的油烟会伤害并使眼睛干燥不适。对妇女和儿童的伤害最大。
·· �空气污染：空气中的尘埃和化学品会影响每一个工作和玩耍的人，特别是儿
童。

·· �水污染：工厂或者矿区的化学品、农药和废污被排放进河流和湖泊，伤害沐
浴者和洗衣者的眼睛和皮肤。

·· �农业：工具、粪污、岩石、树桩、有毒植物、化学品、肥料和农药会伤害眼
睛。

·· 室外：光照、尘埃和大风可伤害眼睛。
·· 摩托出行：如果没有头盔也会伤害眼睛。
·· �化学品：工厂工人、农民、矿工、锅炉工、家政工和其他使用化学品的人
群，如果化学品接触到眼睛，很快会被灼伤（11页）。

·· �机器与设备：金属片或者木块很容易破碎或断裂伤害眼睛，也很容易燃烧，
引起火花和烟雾。

·· 白领和蓝领工人：长期集中一个任务，使眼睛疲劳。

安保镜和护目镜保护眼睛免遭伤害
所有类型的眼镜都可保护眼睛。使用机器

或者电力工具、骑摩托车、工作时使用农药或
其他化学品时应佩戴安保镜和防护镜。

关于更多工作场所保护眼睛信息， 
请看Hesperian的健康与安全工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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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子和太阳镜避免阳光伤害眼睛
室外工作者可带帽子和深色眼镜保

护眼睛。可过滤紫外线的眼镜效果最
好。保护眼睛免遭紫外线辐射可延缓患
白内障（19页）。即使习惯了多年的强
光照耀，现在开始使用帽子和太阳镜可
预防眼疾更加严重。

避免眼睛过度劳累
在光线暗淡地方工作、长期直视电脑

或手机，或者长时间专注于某个近处物体
都会伤害眼睛。增加亮度、在室内经常转
移视线可舒缓眼睛。年长者需要近距离工
作时可使用老花镜（29页）。

每小时这样做几次。也可这样活动眼睛：抬头、望墙、望天花板，或者低头看其他墙体。

3-4米

开始看近处物体。 接着看3-4米远的
物体2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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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食品可保护眼睛
许多有利于身体健康的食

品也对视力有利。对眼睛特别
有益的食物包括：

·· �蔬菜：绿叶蔬菜、辣椒、豌
豆、红薯、胡萝卜、南瓜

·· �水果：芒果、木瓜、橘子和
鳄梨

·· 鱼、坚果和全谷类
妊娠期多吃营养食品有助

于胎儿眼睛发育。母乳喂养、
保证孩子们多吃黄绿色蔬菜和
水果可预防VA缺乏症（23页）
。

健康工作者和社区的眼保健
对于健康工作者和保健者来说:�处理眼睛应急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眼睛

和视力问题并不是一、两天形成的。健康工作者了解眼疾的早期症状，可帮助
社区居民改善视力，预防失明。

·· �注意查看病人眼内出现的红、肿、痒，或者灰色斑点-每一种症状的疑似病灶
并怎样治疗。

·· �帮助妇女们轻松获得眼科检查和治疗。她们的工作任务和家庭职责使她们更
容易罹患眼疾。

·· �帮助人们了解哪些家居物品和商品可能伤害眼睛，不要花冤枉钱购置这些物
品。

·· �在学校每年组织学生检查视力，培训老师识别眼疾症状，特别是视力下
降。

·· 如果老年人患白内障，给他们提供治疗参考。
·· 帮助40岁以上需要的人佩戴老光镜。
·· 为盲人（30页）提供安全的社区场所。

妇女远离腌制、加工食品和苏打水。
节约钱购买营养食品，远离糖和盐。 

“良好健康来自良好食品”介绍了怎样花钱
少吃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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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工作者可与项目实施者和为眼疾和急症提供低价或免费服务的医院分
享信息。组织社区居民参加非盈利机构和政府组织的活动（20页）包括：检测
视力，佩戴眼镜和白内障手术。

随年龄变化的常见眼疾：
婴儿的眼疾需要治疗。可清洗眼睛预防感染；出生时使用眼膏（33页）。

婴幼儿的视力问题很难发现。从6个月开始，观察她的眼睛是否随光线和
大人手中的玩具转动。如果发现孩子眼神模糊或者交叉（24页），应该治疗；
使用眼镜可增强视力。对于视力有限甚至没有视力的幼儿，Hesperian’s的图书
帮助盲孩里面介绍了许多帮助盲孩掌握生活技能和学习技能的方法。

学龄儿童如果不能看清楚，他们不会告诉大人需要眼镜，因为他们根本不
知道好的视力是怎么样的。孩子头疼、经常眯眼、学习和玩耍障碍可能有视力
问题，需要眼镜。最好能了解一下怎样处理在学校运动和打架时的眼睛损伤。

每个孩子都可能遭遇眼睛损伤。把化学品和尖锐物品锁起来，远离孩子。

成年人的视力随年龄而变化，有时眼镜有用。如果患有糖尿病或高血压，
治疗和管理好这些疾病可预防对眼睛的继发伤害。多种措施可使一些眼睛损伤
和眼睛状况好转（4页）。

年长者更容易患白内障（19页），需要佩戴老花镜（29页）。

小陈现在表现很

好，因为他现在座

位离黑板更近了。我

们以前没有注意，

他学习困难是因为

他需要眼镜。下周他

将戴上他的第一付

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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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损伤与急救
一些眼疾如外伤需要紧急处理。其他眼疾不一定紧急，如患病或感染。但

如果出现危险症状，可很快引起失明。

保护眼睛（12页），把出现危险症状的病人送去紧急治疗：

危险症状

·· 单眼或双眼突然失明。
·· 眼球内部损伤（9页）或眼睑损伤。
·· 虹膜内部充血（10页）。
·· �白色部分（角膜）上出现灰白斑点，眼睛剧疼。求医前使用抗生素眼膏（32-
33页）治疗。有可能是角膜溃疡（16页）。

·· 眼睛内部剧疼。可能是虹膜炎（17页）或者急性青光眼（20页）。
·· 虹膜里面分泌脓液（10页）。
·· 婴幼儿瞳孔出现雾翳或白点。
·· �看见许多小点飞舞（飞蚊症，23页）不是急性发作，除非突然出现阵阵亮
光。如果位于眼睛后边的视网膜脱落，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需要立即手术
以防失明。

·· 突然出现双影，特别是两眼同时出现，是严重疾病的症状。
如果用眼药水或者眼膏治疗感染和炎症4天后还没有好转，请送医院治

疗。

双影即看每样东西都是两个。
突然出现双影意味着情况严

重。马上求医治疗。



9眼睛损伤与急救

18 April 2018

眼睛损伤
任何尖锐物体可剐伤眼睛，如荆条、树枝、工厂的小片金属或其他物体都

可损伤眼睛。寻求有经验的健康工作者治疗可预防失明。如果不及时处理，即
使小擦伤或剐伤都会引起感染，损伤视力。眼球上的伤口特别危险。

如果眼睛被拳头、石头和其他坚硬物体击打，眼睛很危险。如果被击打
1-2天后仍然非常疼痛，可能是急性青光眼（20页）。

危险症状
·· 受损伤的眼睛视力模糊
·· 眼睛里面有小刺或碎片
·· 伤口比较深
·· 虹膜充血或有脓液
·· 面对强光时瞳孔没有变化

治疗
如果可能，给眼睛使用抗生素眼药水，用纸杯覆盖眼

睛，轻轻用胶布固定纸杯，或者使用用硬纸制作的眼罩(12
页)。把病人送医院治疗。

如果病人没有上述症状，受伤眼睛视力没有受影响，
使用抗生素治疗眼睛（31-33页）。用干净纱布遮盖眼睛，
观察1-2天。如果没有好转，求医治疗。

当你帮助一名受害者
时，注意观察她是否被
侮辱，是否处于危险
中。请为在家中或者单
位遭受暴力的人提供帮
助。请看第18章：在妇
女们没有医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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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膜后出血(眼前房出血)
虹膜充血很危险。开始是角膜后出血，可能

覆盖虹膜。病人看不清楚并感觉疼痛，通常是眼
睛受坚硬物体如拳头或者石头冲击。马上把病人
送往眼科专家门诊。路上病人一定要座直，以免
出血影响视力。

如果角膜充血，并不危险，大约一周后会消
失（请看角膜充血，21页）。

角膜后流脓（眼前房积脓）
角膜和虹膜流脓都比较危险，表明眼睛严重发

炎。角膜溃疡或者眼睛手术后会发生。给眼睛使用
抗生素眼膏（31-33页），马上把病人送医院治疗。

角膜后出血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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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对眼睛的伤害
如果农药、杀虫剂、汽油和其他燃油、汽车电池酸、蛇毒、石灰或者其它

化学品进入眼睛，会立即对眼睛造成伤害，应该迅速处理治疗。

1、需要很多洁净水清洗眼睛。

2、病人躺卧。

3、需要很多洁净水清洗眼睛。化学品
会流入眼睑。冲洗眼睛时保持受伤眼睛睁开
（自己或别人帮忙）。

4、清洗化学品时，不要让水从一只眼
睛流入另一只眼睛。如果一只眼睛受伤，头
部倾斜，冲洗水流向头部而不是另一只眼。
如果2只眼睛受害，病人头部后仰，从鼻子
冲水，可同时冲洗2只眼睛。

5、轻轻冲洗单眼或双眼15-30分钟。即使化学品被冲洗出来，也会对眼睛
造成伤害。

6、冲洗后，给受害眼睛使用抗生素眼膏，把病人送医院求医。

当警察使用化学品如辣椒水和
驱泪弹之类伤害眼睛物品时，
紧急救助帮助包括迅速离开，
用水清洗（请看紧急救助章：

警察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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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伤或痊愈时的眼睛保护
受伤后，在求医途中使用纸杯或眼罩可保护眼睛。眼罩可避免病人揉搓眼

睛，避免情况变得更糟糕。

制作眼罩

1、用硬纸或者厚纸板修剪圆形。 

2、在圆心剪一个小洞，再剪一条直线。 

3、制作成圆锥形。 

4、从里面到外面粘贴圆锥形。 

5、用胶布把眼罩固定在受伤眼睛上面。 
 
如果没有眼罩或者损伤不严重，使用纱布眼贴。
如果眼睛手术，经常更换纱布。如有感染，如发
红、流脓，需要紧急处理。这种情况下，覆盖眼
睛会更糟糕。

制作纱布眼贴
1、用水和肥皂彻底清洗双手。

2、不要用手触摸眼睛。

3、用纱布覆盖眼睛时叫患者闭住双眼。

4、用消毒纱布或者剪成方块的干净布巾覆盖眼睛。

5、在眼睛上加盖1-2层纱布，用长胶布固定纱布和眼睛周围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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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眼病和眼疼痛
多种原因可引起眼睛红肿、疼痛。如果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怎样处

理，询问病人眼睛是否受过伤害，是否有异物进入眼睛。

发红类型和疼痛 疑似原因
通常一只眼睛开始轻微疼痛，然后发展到
双眼。
在外周边缘处最红

如果有白色或黄色的粘稠脓液分泌，可能
是结膜炎（14页）、沙眼（17页）、麻疹 
（请看照料孩子，22页）引起的细菌感
染。

单眼或者双眼
严重发红并疼痛

锐器或者拳头对眼睛的伤害（9页）。
化学品或者有害液体引起的烧灼（11页）
。

有时一只眼睛
内部出血，影响虹膜（有色部分）

损伤引起的虹膜充血（10页），需要紧急
处理。

有时一只眼睛
发红疼痛-开始不严重但会不断加剧

小型异物进入眼睛（3页）。
眼皮抓挠（16页）。

有时一只眼睛
严重持续疼痛
靠近虹膜处最红

角膜溃疡（16页）。
虹膜炎�（17页）。
急性青光眼（20页）。
都需要紧急处理。

有时一只眼睛
发红，眼睑上有结节或肿大（疼/�不疼）

眼睫毛或者眼睑里面感染（22页）。

有时一只眼睛
角膜上出现红色亮斑

可能是毛细血管破裂，不需要急救（21
页）。��

有时双眼
不适但不疼、发红、痒、流泪、喷嚏、某
个季节更严重。

花粉热，也称为过敏性结膜炎（16页）。

有时双眼
发红、干涩，无痛，风疹或发烧

病毒引起的结膜炎。如果你居住的地区有
寨卡病毒，红眼病是症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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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眼睛发红，检查是否流泪、是否有分泌物（脓液或其它液体）：

·· �粘稠脓液或分泌物可能是结膜炎（“粉红”或“红色”眼睛），一种细菌感染，
特别是眼睛非常红的时候。

·· 轻微红肿，流泪，靠近鼻子的眼角处发痒、通常是过敏。
·· �流泪、感冒或流感后轻微红肿，可能是病毒引起。不需要特别治疗，药物无
效。

·· 流泪，发红、发烧、咳嗽、流鼻涕，可能是风疹或者麻疹发作的前兆。

结膜炎（粉红眼，红眼）
任何年龄都会发生结膜炎，在孩子特别常见。

症状

·· 眼睛呈粉红色或者红色
·· 眼睛发痒或者发热
·· 从一只眼开始，发展到双眼
·· 粘稠脓液使眼睑整夜粘在一起。

治疗
大多数结膜炎是由病毒引起，几天后会自动消失，不用特殊治疗。

如果黄色或白色脓液粘稠，可能由细菌引起，可用抗生素眼膏或眼药水治
疗（请看32-33页:�抗生素治疗）。即使眼睛好转，也要坚持治疗7天，以免再
次感染。

使用抗生素治疗前，分别使用干净湿巾轻轻擦拭双眼。在清洗和治疗每只
眼睛前注意洗手，以免相互感染，或者传染给你自己。

预防
结膜炎很容易在人群中传播。在触摸你自己或者别人的眼睛后经常洗手。

不要让患结膜炎的孩子使用别人的毛巾和床上用品。把他与别的孩子暂时隔离
直到眼睛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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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结膜炎
结膜炎需要及时治疗。

症状

·· 眼睛红、肿
·· 眼睛流脓
·· 眼睑粘在一起，特别是早上起床时

新生儿眼睑红肿、流脓可能是出生时感染了淋病或衣原体。如果2-4天内
眼睛肿大，可能是淋病。立即治疗以免影响婴儿眼睛。如果5-12天时肿大，很
可能是衣原体感染。这些感染是通过性接触传播的，影响很多男性和女性，但
没有明显症状。最好对所有妊娠妇女进行淋病或衣原体检测和治疗，以免婴儿
出生时感染。

为预防对眼睛造成永久性伤害和失明，采用抗生素眼膏（32-33页）。检
测妇女和婴儿感染的类型。除了眼膏，两者都需要进一步治疗。

照料新生儿眼睛以防后患
出生后立即用新棉布清洗婴儿眼睛，接着使用抗生素眼膏预防感染。使用

1%四环素，或者0.5%-1%的红霉素眼膏。在每只眼睛涂抹薄薄的一层，一次即
可。在出生后2小时内立即涂抹（请看抗生素治疗，32-33页）。

如果眼睛一直流泪，即使婴儿没有哭也泪流满面，可能是泪腺堵塞。这种
情况通常会自行好转，但健康工作者可帮助按摩鼻子旁两颊（泪囊按摩），有
助于泪腺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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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粉热（过敏性结膜炎）和过敏对眼睛的
影响

尘埃、花粉和其它空气中的颗粒物会引起某些人群喷嚏、眼睛红肿、发痒
和流泪。如果身体每次对同样东西出现同样反应，称为过敏。如果发生在每一
年某个时间段，此人对树和植物散落的花粉过敏（称为花粉热）。如果一直发
生，过敏源可能是尘埃、霉菌、化学品和宠物。过敏使双眼不适。

治疗
如果知道什么原因引起过敏反应，最好的治疗是避免接触或清除过敏源。

例如：

·· �保持卧室和床上没有尘埃。如果是宠物引起过敏，避免接触宠物及其躺卧
处。

·· 夜晚关闭或遮盖窗户。
·· �工作或在外行走时使用面具或布巾覆盖嘴巴和鼻子，避免吸入花粉和尘
埃。
有些东西非常靠近眼睛，如眼影和某些香水，或用香皂洗过的衣物，也会

引起过敏伤害眼睛。如果停止使用引起眼睛过敏的东西，过敏反应会减轻。

用折叠冷湿毛巾（凉水最好）覆盖眼睛可减轻眼睛发痒。如果花粉热严
重，可使用抗组胺眼药水（32页）舒缓眼睛。

角膜溃疡（伤害眼表皮）
症状

瞳孔外面的膜非常精致，如果因为感染或抓挠受
损，会出现痛苦的角膜溃疡。不要揉搓眼睛，会变得更
糟糕。

病人的视力下降，剧痛，还会出现粘液和泪水分泌物。

眼睛发红，在强光和亮光下看到角膜上出现的白色灰斑-不如其它部分光
亮。

治疗
这种情况比较危险。如果角膜溃疡不处理好，会引起失明。寻求医院治

疗。在寻求专家门诊途中每小时使用抗生素眼膏或眼药水（32-33页）治疗感
染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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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膜炎（虹膜感染）

虹膜感染称为虹膜炎，病因不明。

症状

·· 常发于一只眼睛
·· 眼睛深度疼痛
·· 瞳孔（眼睛的黑色中心）形状不规则，非圆形
·· 靠近虹膜的白色边缘发红
·· 眼睛畏光
·· 视线模糊

治疗
虹膜炎属严重眼疾。在1-2天内求医治疗。

抗生素无效。

有经验的健康工作者使用某类眼药水扩大瞳孔，使用另外的眼药水减轻感
染。

沙眼-慢性结膜炎
沙眼属于眼睛衣原体感染，可通过手、苍蝇或者感染了沙眼的毛巾相互传

染。多发于儿童及其母亲。如果病人反复长期感染，睫毛倒立，摩擦眼角膜，
引起疼痛和视力下降。因为感觉刺痒，又称为“眼睛里的头发”。

现在沙眼在全世界已不常见，但在有些国家还是比较严重，特别是撒哈拉
以南的非洲。对居住在贫穷、拥挤地区的人群影响最大，那里苍蝇密集，水资
源匮乏。增加水源、改善卫生是预防沙眼的重要举措。

瞳孔缩小，不规则
虹膜周围发红
疼痛

正常眼睛 患虹膜炎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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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

·· 沙眼一般始发于儿童轻微结膜炎，通常没有引起重视。
·· 儿童反复感染引起上眼睑里面灰白色结节增生。请看眼睑
闭合（3页）。

·· �长期反复感染后，这些滤泡或结节变成眼睑下的白色瘢
痕。瘢痕引起睫毛倒立，摩擦结膜，引起疼痛和视力下
降。

治疗
对沙眼最有效的治疗即口服阿奇霉素（34页）。如果

没有阿奇霉素，每日使用2次1%四环素眼膏，连续6周也有
效。

对于严重沙眼患者，简单手术可使倒立睫毛正常。如果不能手术，培训过
的健康工作者可移除倒立睫毛。

预防
及时彻底的治疗可避免沙眼相互传染。给孩子每天洗脸，接触别人眼睛后

洗手。经常清洗毛巾、衣物和床上用品，不要与别人共睡枕头或共用毛巾擦
脸。

遮盖食物以防苍蝇，遮盖粪便远离住房。请看水与卫生：保持健康的关
键。

如果社区发生多例沙眼，卫生部门应给每位居民分发阿奇霉素以免进一步
扩散。

沙眼通过苍蝇、手指和纤维相互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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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眼疾
白内障

晶状体是位于眼睛里面的透明体，可聚焦外面光线
使眼睛能看见物体。随着年龄增加，晶状体变得浑浊，
阻碍光线照射，视线逐渐模糊最终失明。有时可在眼睛
里看见这块灰色的云翳，称为白内障。白内障多发于年
长者，但婴儿和儿童也可发生。

为延缓白内障发生：

·· 不要吸烟
·· 强光下戴帽子保护眼睛

健康工作者可帮助判断白内
障，推荐做手术恢复视力的项目
和医院。女性比男性手术的机会更
少。家访家庭妇女并关心她们的视
力。帮助老年人体检可帮助他们在
白内障引起视力下降前得到治疗。
即使他们已经看不见了，提供帮助
从来不晚。

治疗
药品对白内障无效。通过手术可安装清亮的晶状体替换浑浊晶状体，患者

可恢复视力。

手术后，患者需要使用抗生素和抗感染眼药水帮助眼睛痊愈，持续4周。
眼睛开始有点不舒服，视线有点模糊，但每天会好转一点。如果2周内眼睛疼
痛加剧，是危险信号。24小时内寻求医生帮助。为了看得更清楚，手术后可准
备一个老花镜。

常言说“有白发就有白眼”。

我们鼓励老年白内障患者通

过手术恢复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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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社区实行健康项目
来自自己或其它国家的医生会组织一些活动补贴眼睛项目，包括白内

障手术。社区领导可协助医生尽量帮助患者。协作组可提供：

·· �指导健康工作者如何照顾术后眼睛。
·· �提供患者需要痊愈眼睛的眼药水。
·· �患者痊愈后，如果需要，提供佩戴眼镜信息。
·· �手术如果出现问题，�手术小组或者当地社区的联系人。

青光眼
有时眼压升高伤害眼内神经，引起严重疾病，称为青光眼。青光眼患者视

野缺损，逐渐失明。眼睛受损后变得像大理石一样坚硬。青光眼可能由外伤引
起，但原因不明。

青光眼患者需降压治疗，在余生中每天都需要使用眼药水，有时需要激光
和手术治疗降压。

40岁以上的人群易患青光眼，特别是有家庭成员患青光眼的。帮助40岁以
上的人群每隔几年检查青光眼。

青光眼有不同类型，急性和慢性青光眼最常见。

急性青光眼（闭角性青光眼）
发展迅猛。眼睛发红，非常疼痛，视力减退。患者感觉头疼、恶心、畏

光，比正常眼睛更坚硬。如果不治疗，急性青光眼在几天内会引起失明。立即
把患者送医院。首先需要眼药水降压，很可能需要激光或者手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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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青光眼（开角性青光眼）
慢性青光眼患者的双眼压力随时间慢慢升高，没有痛感。最初外周视野消

失，随着病情发展，就像在隧道穿越一样。患者开始不会注意，一直到视力
急剧下降。眼科医生一般检查外周视力，观察眼睛内部判断病情。越早治疗越
好。使用眼药水、激光或者手术可阻止视力下降。

瘀肉增生（翼状胬肉）
从靠近鼻子角膜处往中间生长的赘生组织称为翼状

胬肉，比较常见但不严重。长期在户外强光下、风沙流
行的地方劳作的人群易患。

注意佩戴墨镜和帽子预防紫外线和风沙，可预防或阻止赘肉生长。

该病需要治疗。如果赘肉靠近虹膜，造成严重不适，在影响视力前通过手
术去除赘肉。

角膜充血
搬运重物后、剧烈咳嗽，或者眼睛遭受小损伤后角

膜偶尔出现充血现象。这是由毛细血管破裂而引起，无
害，就像瘀伤一样。2周后会自动消失，不需要治疗。

如果眼睛有色部分充血（虹膜），情况比较严重
（10页）。

角膜上的血斑通常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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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粒肿是睫毛周围的有痛感染� 霰粒肿是眼睑里面的无痛结节

干眼症和硬眼皮
眼睛干涩由干燥气候、年龄增长、空气中烟雾和一些药物引起。

当异物或者分泌物堵塞泪水时，眼睑又干又痒，外面起皮，患者可能眼睑
感染，眼睑出现很多头皮屑状薄片。如果清洗眼睑及其眼睛周围面部，眼睛的
眼泪及其正常分泌物可保证眼睛健康。

治疗
对于干眼症，不时闭眼休息。如果仍然干燥，可每天热敷1-2次，每次5-10

分钟，可增加眼睛的自然湿度。润滑眼药水也有效（32页）。

对眼皮上的硬皮，每天热敷2-4次后轻轻清洗眼睑。如果没有改善，可能
是细菌感染，可以使用红霉素眼膏，每天2次，连续7天（请看抗生素治疗眼
睛，32页）。

眼睑结节和包块
眼睑上出现的红色结节可能是：

·· 麦粒肿，�睫毛周围感染引起的颗粒状结节，有痛感；或者
·· 霰粒肿，无伤害，由眼睑里面堵塞结节引起

有时从睫毛开始的感染会扩散到眼睑里面。

两种情况都可以采取每天热敷4次，每次15-20分钟治疗。多加热几次毛
巾，保持温度但不能过热。不要挤压或者刺破结节，否则会使情况更糟糕。

如果结节几天内没有减轻，求医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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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缺乏症（夜盲症，干眼症）
有时看明亮物体（如墙体或天空）表面时感觉看见很多蚊虫或许多小斑点

在移动。斑点随眼睛移动而移动，像蚊子一样。这些斑点很常见，无害。

如果突然出现大量斑点移动，一只眼睛视力开始下降，或者持续看见明亮
光束，可能是视网膜脱落的症状。需要立即到眼科手术矫正视网膜。

缺乏症（夜盲症，干眼症）
维生素A缺乏是典型的营养不良，会影响儿童视力，引起失明，但是可预

防。

保证儿童进食富含维生素A食品可保护儿童视
力，包括橙色食品如胡萝卜、芒果、木瓜和绿叶
蔬菜，鱼和蛋类。母乳喂养除了保护孩子健康外，
还有助于预防孩子由于缺乏维生素A引起的视力问
题。

在营养不良高发地区，每半年给儿童补充维生素A（34页）。

症状
最初眼睛干涩，很少流泪；接着在阴暗处看东西困难，角膜失去光泽，开

始起皱；最后眼睛严重受损，孩子失明。

治疗
如果孩子夜间视力障碍，或者孩子出麻疹，给孩子补充维生素A（3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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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鸡眼、弱视、斜眼（斜视）
如果婴幼儿单眼或双眼不能直视，会引起单眼或双眼视力下降。带孩子求

医治疗。不是紧急情况，但尽早治疗是矫正视力的最佳机会。

治疗
医生可能会遮盖正常眼睛让斜视眼睛更好工作，或者提供专门眼镜矫正。

手术有效果，但不必须。

有时遮盖正常眼睛有助于斜视眼睛更好直视。 
有些孩子一天遮盖几小时，有的孩子需要遮盖一整天。 

妊娠与视力
孕妇由于激素变化会引起视力变化，一旦分娩，她的视力又恢复正常。

孕妇突然视线模糊、出现斑点、一只眼失明、或者出现双影都是先兆子痫
的危险症状。先兆子痫还会引起头疼和高血压（140/90或更高）。立即求医。

帮助孕妇检查淋病和衣原体，如果需要，给予治疗。妇女可通过性行为感
染这些病而自己不知道。如果出生时婴儿感染上细菌，会失明。

保护孕妇免遭风疹和寨卡病毒侵袭，否则会引起婴儿严重眼疾。风疹（德
国麻疹）可通过疫苗预防。关于寨卡病毒及其预防，请看蚊虫引起疾病（更新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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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眼睛的疾病
有些影响全身的感染和疾病也会影响眼睛。一旦某人罹患眼疾，考虑是否

由其它疾病引起是明智的。

结核病会感染眼睛，引起发红和视力下降。结核大多从肺部和身体其它部
位开始出现症状。

HIV和艾滋病：HIV患者的眼睛问题和视力下降可通过HIV药物治疗，称
为ART。检测HIV和艾滋病，如果需要，及早治疗。

疱疹（感冒疮）偶尔会传染给眼睛，引起角膜溃疡、疼痛、视线模糊、流
泪。抗病毒药物有效。不要使用类固醇眼药水-会使情况更糟糕。

肝病：黄疸，如果角膜发黄（或者肤白者皮肤发黄），可能是肝炎的症状
（请看腹痛、腹泻和寄生虫，7页）。

糖尿病和高血压
糖尿病患者可能患眼疾。随病情发展，糖尿病会影响视力（这种严重的情

况称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如果不治疗，糖尿病会引起失明。视力模糊可能
是高血糖和糖尿病的早期症状。如果视力模糊者口渴厉害且多尿，可能患糖尿
病。一些便宜的检测手段可确诊。

帮助糖尿病患者治疗以降低血糖水平，并鼓励他们每年到眼科门诊检查眼
睛受损程度。如果早期发现，可及时治疗。

高血压会伤害眼内毛细血管，从而影响眼睛和视力。每次健康家访时检测
血压是最好的预防。预防和治疗高血压可有效保护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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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盲症（盘尾丝虫病）
眼睛和皮肤的疾病正在日趋减少，但

在非洲部分地区、也门和南美的亚马逊流
域仍然常见。盘尾丝虫病是由黑苍蝇携带
的寄生虫引起。寄生虫通过感染的苍蝇叮
咬进入病人体内。

症状

·· 皮肤搔痒、皮疹
·· 可感觉到皮肤下面2-3厘米的结节

如果不治疗，皮肤逐渐起皱并松弛，下肢的前端会出现白色斑点和包块。

这种病会引起眼疾，有时失明，开始眼睛红肿、流泪，接着出现虹膜炎症
状（17页）。

治疗
双氢除虫菌素可治疗盘尾丝虫病。作为社区预防活动，可每半年或1年分

发1次双氢除虫菌素，这样患病的人群数量逐渐下降，最终消失。

预防

·· 黑苍蝇在快速流动水里繁殖。清洗水流边缘和河岸可减少数量。
·· 避免在室外睡觉，特别是白天苍蝇活动最猖獗的时候。
·· �与健康项目和健康工作者合作，给整个社区分发双氢除虫菌素以预防新病例
出现。

及早治疗预防失明，减少疾病流行。

黑苍蝇背部有个
凸起

经常都像这么小
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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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力不良和眼镜
很多成年人和青少年看不清楚远处的人和物体，或

者需要眯眼才能看清。在意识到需要佩戴眼镜以前会感
觉头痛或视力迷糊。戴上合适的眼镜，可以看得更清
楚。看看你居住的社区有没有检查视力、或
者提供免费和便宜眼镜的项目。

每个人的视力是变化的。每隔几
年应该更换眼镜。

视力检测
采用“E”字表检查视力（欲了解更清晰

的“E”字表，链接此处）。用手掌或厚纸板遮
盖另一只眼睛，分别检查每只眼睛的视力。
检查者用另一只手表示表上每一排的“E”是朝
上、朝下或者左右方向。如果能看清楚那一
排大多数最小“E”的朝向，即是检查者的视力
级别。例如：检查者能看清楚6/12这排的大
多数“E”，而不能看清楚下面一排，他的视力
就是6/12。

以前我不希望莎瑞塔经

常戴眼镜，担心摔坏，

但现在我知道她不戴

眼镜看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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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成年人的远距视力不良（不能看清楚表上
6/18或者更小字体），看眼科医生。对于在校生，
检查他们是否能看清楚6/12字体。有时孩子学习成
绩不佳，只是因为他们在远处看不清楚。眼镜有助
于他们学习。

“E”字表有不同规格，适用于6米、3米或其它距
离。在没有表的情况下，可使用手机上下载的APP
视力表检测。为保证结果准确，严格按照表上或者
APP的指示，仔细测量被测者所站的位置距离。

用你的手掌指示表上“E”的正确方向。

有两种方式记录被测者的视力情况。如果采用20/200,�20/20等，从20
英尺开始，因为20英尺是大检测表的正确距离。采用米的话，计数是6/60,�
6/6等。6米大约等于20英尺。使用的表格或者检测系统都属于这两类中的
一类，即使大于6米或20英尺。视力越好，第2个数字越小。

� 6/18�=�20/60:�成年人足以应付正常工作

� 6/12�=�20/40:�学生可以较好地应付学业

� ��6/6�=�20/20:�此人视力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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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花镜
40岁以上的人看近处物体比较困难，如阅读、

筛选种子、穿针等。老花镜放大近处物体。放大程
度不同：标注+1，可使物体稍微放大；标注+2，更
大；标注+3，最大。可通过阅读和穿针尝试找到合
适的老花镜。

如果一个人既近视又远视，老花镜不能解决问
题。帮助他们到医院门诊检查影响视力的原因。

隐形镜片和手术矫正视力
隐形镜片是直接放在眼睛上矫正视力的塑料晶状体，功能和眼镜一样。视

力检测后，专家会帮助你佩戴合适的隐形眼镜。不要在外面佩戴隐形眼镜。不
要戴隐形眼镜睡觉除非注明有这个功能。隐形眼镜种类繁多，每一类都有相应
的消毒液，用于保存和清洗。不要购买外面生产的消毒液。

隐形眼镜很方便，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引起严重后果。为预防感染，在每次
接触隐形眼镜前洗手。如果发现眼睛不适或有感染，停止佩戴隐形眼镜直到
情况好转。再次使用前清洗和消毒隐形眼镜。如果隐形眼镜边缘磨损，停止使
用。如果感觉疼痛、烧灼、分泌粘液、异常发红，视线模糊，是虹膜溃疡和损
伤的危险症状（16页），或者其它严重问题。到有经验的健康工作者那里寻求
帮助。

有些人的视力可通过晶状体手术矫正（手术使用非常强的激光代替开刀）
。这类手术与白内障手术不同，价格昂贵。手术前可咨询一下作过此类手术并
取得良好效果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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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明者和视力不能矫正者
有时孩子先天失明；或者视力很差，但通过眼镜、手术和药物都不能矫

正。

病人慢慢学会在失明和模糊中生活。在社区和家庭的帮助下，盲人也可上
学、工作，并成家。

为了保证盲人和视力模糊患者的正常生活和安全：

·· �与他谈话前介绍自己，直接与他谈话，
让他知道什么时候你会离开他。

·· �一起走路时让他抓住你的肩肘，你可以
通过手臂活动提醒他注意危险并避开。
这样比直接抓他的手和身体更显得尊
重。

·· �在卫生间和其它公共场所安装扶手或者
牵引绳。

·· �不要轻易移动家中、学校和工作场所的
家具和其它物体。如果移动了，记得提
醒相关人员。

·· �在盲人居住区小心驾驶。给牛或者其它
家畜添挂铃铛以提醒盲人。

残疾儿童，包括盲人，比正常儿童更
容易遭受侮辱，包括性侵犯。他们需要家
庭和社区提供保护，特别是年幼儿童。

请看Hesperian图书：帮助盲孩，了解视力障碍儿童怎样学会照顾自己、
上学、正常生活。帮助孩子行动、了解周围世界并掌握必须的技能非常重要。
请看：残疾妇女健康指南，指导健康工作者、家庭和社区怎样帮助每位残疾人
更好地生活，更好地获得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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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和视力问题：药物
怎样使用眼膏和眼药水

在使用眼膏和眼药水以前洗手，因为很多眼疾是通过触摸了病人的脸而传
染自己的眼睛。眼药水通常是密封的，帮助病人打开药瓶，并示范怎样使用。

为保证效果，眼药水和眼膏需从眼睑里面而不是外面施药。眼膏药效更持
久，晚上效果更好但会暂时影响视力；因此白天使用眼药水更方便。

使用眼膏时，轻轻拉开下眼睑，挤出眼膏，从内眼角往外眼角涂上薄薄一
层。

使用眼药水时，拉开下眼睑形成一个小袋，眼睛朝上，挤压1-2滴在里
面。轻轻闭上眼睛，不要眨眼。多数眼药水会流向脸颊。

为避免感染，不要让眼膏管或眼药水瓶接触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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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眼药水
抗生素眼药水用来治疗细菌感染，有时也用眼膏。抗生素眼药水和眼膏对

病毒引起的红眼病和不适无效。

抗组织胺药减轻由过敏引起的流泪、发红和搔痒。冷敷眼睛可减轻搔痒，
并且免费。

润滑眼药水，又称为“人工眼泪”，用来治疗干眼症。1天4次，晚上睡觉前
使用。经常闭眼休息，每天热敷1-2次，每次5-10分钟有助于眼睛湿润。

游霉素眼药水有时用来预防虹膜溃疡的霉菌感染。

四氢唑啉或萘唑啉眼药水用来缩小毛细血管，可减轻发红。但不能治愈红
眼病引起的发红，浪费钱。

注意 !  

类固醇眼药水（如泼尼松龙或地塞米松）用来减轻术后和其它疾病引起的
感染，如果使用不当，类固醇眼药水会给眼睛造成严重伤害，并隐藏需要治疗
的其它疾病。有些眼药水混合了抗生素和类固醇（药名前带‘Dex’和‘Pred’）。
如果有经验的健康工作者特别推荐，才能使用类固醇眼药水。

抗生素治疗眼睛
抗生素治疗眼睛的药品上标注了“眼睛”或“眼科”，表示可安全用于眼睛。

不要使用治疗皮肤的抗生素治疗眼睛。

抗生素眼膏和眼药水治疗细菌引起的感染和角膜感染。红霉素或四环素眼
膏用来预防新生儿出生时感染。

常见抗生素治疗包括：

•� 1%�四环素眼膏

•� 0.5%或1%�红霉素眼膏�

•� 0.3%�环丙沙星眼药水和眼膏

•� 0.3%�氧氟沙星眼药水

•� 0.3%�庆大霉素眼药水

•� 10%�磺胺醋酰眼药水

•� 0.5%�氯霉素眼药水



33药物

18 April 2018

剂量  
为了让眼药水和眼膏充分发挥药效，必须把药放在眼睑里面而不是外面。

给患者演示怎样用药（31页）。

细菌引起的结膜炎（粉红眼）
给双眼使用抗生素眼药水或眼膏，每天4次，连续7天。即使眼睛好转，也

要使用7天，预防感染再次发生。有时药效在2天后才开始产生。

角膜溃疡
每小时滴眼药水，送病人到医院求医。24小时内每小时滴1次；如果好

转，每天4次，连续7天。如果2天内没有好转，需要更高级治疗。对于角膜溃
疡，千万不要使用含类固醇的眼药水和眼膏。

沙眼
如果没有阿奇霉素药片（34页），可使用四环素眼膏。双眼使用1%四环

素眼膏，每天2次，连续6周。

预防新生儿眼疾
抗生素用来预防新生儿出生时感染眼疾。出生后迅速用布巾和洁净水擦拭

眼睑，在出生后2小时内给双眼使用下列眼膏的一种：

1%四环素眼膏或者0.5%-1%红霉素眼膏，出生后2小时内给每只眼睛涂抹
薄薄的一层，1次即可。

�  轻轻翻开下眼睑，从内眼角往外眼角轻轻涂抹一层眼膏（31页）。注意
不要让药管接触婴儿眼睛，不要擦拭眼膏。

如果没有眼膏，可用：

聚维酮碘稀释液

� 每只眼睛各1滴，1次即可，出生后2小时内。

轻轻翻开下眼睑，挤1滴眼药水进去（31页）。注意不要让滴管接触眼
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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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奇霉素
阿奇霉素可治疗许多感染，包括沙眼，每月口服1次。健康机构经常开展

消灭沙眼的运动，他们会给整个社区分发阿奇霉素治疗沙眼，预防新病例产
生。

剂量 

治疗沙眼
�  6月龄及其以上，40公斤以下。按照体重服药：每次每公斤至少20毫克，
口服，不要超过1000毫克（1克）。

对于幼小儿童，阿奇霉素按照比例混合成200�mg/5�ml溶液。例如：10公
斤孩子服5毫升（200毫克）。大一点孩子口服阿奇霉素，药品通常是250毫
克，多服一点也比较安全，而不用把药片分开。例如：20-30公斤的孩子服500
毫克；30-40公斤孩子服750毫克。

阿奇霉素项目经常按照孩子身高分发药品。

�  40公斤以上及其成年人（包括孕妇）：1次口服1000毫克（1克）。每次4
片250毫克等于1克。

如果给整个社区分发阿奇霉素预防沙眼，每年1次，连续3年。

如果不能口服阿奇霉素，可以使用抗生素眼膏治疗沙眼。双眼使用1%�四
环素眼膏，每天2次，连续6周。

维生素A，视黄醇
维生素A预防夜盲症和干眼症。

为了获得足够的维生素A，人们可吃黄色食物和水果，深色绿叶蔬菜，和
蛋类、鱼类及肝类。在夜盲症和干眼症流行，而这些食物不容易获得的地区，
每半年给孩子补充1次维生素A。

注意 !

不用超过推荐剂量。过量的胶囊、药片和药油比较危险。不要给备孕的女
性，或者前3个月孕妇服用200，000单位的维生素A，会影响胎儿发育。对于孕
妇，应多次小剂量服用而不是一次大剂量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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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药 

吞咽药片和胶囊。对于婴幼儿，可把药片碾碎与母乳一起混合。或者把胶
囊打开，把液体挤进孩子嘴里。

预防维生素A缺乏症
作为预防项目的部分内容：

�  6月龄-1岁：1次口服100，000单位。 
1岁以上：1次口服200，000单位，每半年重复。

治疗夜盲症
如果某人夜间视物困难，或有其它夜盲症的症状，服药3次。第1次立即开

始；第3天第2次；两周后第3次。

�  3次服药每一次剂量： 
6月龄以下：�每次口服50，000单位。 
6月龄-1岁：每次口服100，000单位。 
1岁以上：每次口服200，000单位。

�  孕妇剂量：每周口服25，000单位，连续12周。如果她已连续出现夜盲症
的症状，还有其它维生素A缺乏引起的眼疾，有经验的健康工作者会建
议更大剂量。

患麻疹的孩子
维生素A可预防肺炎和失明-两种常见的麻疹并发症。

�  6月龄以下：每天口服1次50，000单位，连续2天。 
6月龄-1岁：每天口服1次100，000单位，连续2天。 
1岁以上：���每天口服1次200，000单位，连续2天。

如果孩子半年前已服维生素A，按照这个剂量服1天。如果患麻疹孩子已
严重营养不良，视力开始下降，2周后服用第3次剂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