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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娜丽莎眼角的“秘密”，你们都知道吗？
【同仁大讲堂】

世界名画《蒙娜丽莎》是达芬
奇的传世名作。画上是一位优雅的
女士，她那一抹神秘的微笑在数百
年来令无数艺术家和观赏者着迷。
然而，你有没有仔细观察过蒙娜丽
莎的眼睛？她左眼眼角处有个微微
隆起的斑块，这个斑块究竟是什么？

揭秘：眼睑黄色瘤
其实这个斑块在眼科学教科书

中有个非常专业的名字———“黄色
瘤”。严格意义来说，眼睑黄色瘤不
是肿瘤，而是类脂样物质在眼睑皮
肤沉积所致。
眼睑黄色瘤常出现在青、中老

年女性的身上，男性身上也会出现。
它通常位于双眼上、下眼睑，是一种
表面略隆起、形态不规则、质地柔软
的黄色斑块，大多数黄色瘤呈蝶型，
少数是圆形、椭圆形。

血脂高，眼皮长黄包
眼睑黄色瘤的发病多认为与脂

肪代谢紊乱有关，属代谢性疾病中
的类脂质沉积病。每 2个眼睑黄色
瘤患者里就有 1 个患者伴有高脂
血症，可同时伴有糖尿病、血管硬
化、肝硬化、甲状腺功能低下、或肾
病综合征等疾病。

比眼影还惹眼的黄色瘤 ，
怎么给它“卸个妆”？
眼睑黄色瘤虽然“长”得慢，如

果不采取治疗，瘤体不会自发消
退，并随着年龄的增长，多个黄色
瘤可融合，质地变硬，病灶范围变
大，患者“颜值”受到严重的影
响，甚至可引起一定程度的心理
障碍。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随着
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眼睑
黄色瘤患者的治疗意愿越来越
强，就诊人数逐年增多。

眼睑黄色瘤的治疗方案有很
多，包括饮食疗法（低脂、低胆固
醇、低糖饮食）、手术切除、激光
（CO2 激光，YAG激光）、高频电
离子、液氮冷冻、化学烧灼及药物
（肝素、平阳霉素、藻酸双脂钠）局
部注射治疗等。
治疗方案的选择需要参考黄色

瘤的大小、眼睑皮肤松弛程度、患者
对术后外观的要求等因素。
眼睑皮肤还没有松弛的年轻患

者可选择非手术治疗。如果黄色瘤
的位置表浅，建议选择激光治疗。如
果黄色瘤处于早期或患者对外观的
要求高，可以考虑药物注射治疗。不
过，如果黄色瘤反复复发，还是建议
选择手术切除治疗。
眼睑皮肤松弛的年长患者可选

择手术治疗。如果病灶小，医生会直
接将病灶切除；如果病灶范围过大，
医生会根据病灶位置行瘤体切除 +
睑皮肤松驰矫正 + 转瓣术或皮瓣

移植术。有时在病灶部分切除或完
全切除之后，医生还会给患者注射
药物。
最后，需要提醒的是：黄色瘤是

一种代谢性疾病，此病与全身性疾
病有关。因此，凡脸上有黄色瘤的患
者，建议到医院请内科和皮肤科医
生作一些必要的检查，查找脂类代
谢障碍的原因，如饮食、遗传、糖尿
病、甲状腺功能低下等，早日诊治潜
在的心脑血管疾病。同时，黄色瘤患
者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保持精神愉
悦和心情舒畅，宜选择低脂肪、低热
能、低胆固醇饮食，必要时服用降血
脂药物，并适当参加一些有益身心
健康的体育活动。

（同仁医院供稿）

【健康知识】

冬季防寒保暖的小常识
最近，寒潮南下，降雨、大风、

低温，让我们冷得瑟瑟发抖。那么
问题来了，寒冷天气里哪些人群更
需要特殊关注？老年人要注意什
么？寒冷天气下出现身体不适时怎
么办？这些事关我们每个人健康的
防寒知识，你了解多少呢？
1、 寒冷天气或气温骤降期间哪些
人群更需要特殊关注？
老年人、孕产妇、婴幼儿和心

脑血管疾病（高血压、脑中风、冠心
病等）、呼吸系统疾病等慢病患者
以及长时间在户外工作或活动的
人群，容易受到寒冷天气影响，需
要特殊关注。
2、 为什么寒冷天气或气温骤降对
老年人影响更大?
老年人较年轻人更怕冷，由于

老年人体力渐衰和活动能力减弱，
代谢功能降低，产热相对减少，体
温调节功能差，以致在低温环境或
接触寒冷后，很容易发生寒颤，出

现身体失温，因此在寒冷的季节，
特别要警惕老年人身体失温的发
生。
3、 寒冷天气或气温骤降的敏感性
疾病有哪些？
心脑血管疾病：低温刺激会使

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心
肌缺血、血液黏稠度增高促使血栓
形成，因此环境温度的骤变会加重
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病情，导致高
血压患者血压急剧上升而发生脑
卒中；也可诱发冠状动脉痉挛而导
致心肌梗死。
呼吸系统疾病：冷空气可使鼻

咽部的局部粘膜变得干燥，以致发
生细小破裂，病毒、细菌容易乘虚
而入，造成呼吸道疾病高发。气温
骤降可以诱发哮喘等疾病的加重。
其他疾病：长时间在寒冷地带

工作、生活或气温骤降期间长时间
在室外工作和活动的人群, 容易
引起冻伤、使腰腿痛和风湿性疾病

病情加重；对孕妇和胎儿也会造成
不良影响。
4、 脆弱人群对寒冷天气风险感知
能力差，如何应对？
寒冷天气（寒潮）会对人体健

康造成一定影响，尤其对于老年
人、孕产妇、婴幼儿和心脑血管疾
病、呼吸系统疾病等脆弱人群。但
这些脆弱人群，对于寒潮风险的
认识并不高，自身防护意识不强，
在寒潮来临前或寒潮期间，应加
强对脆弱人群寒潮风险的科普宣
传，提高脆弱人群自我防护意识。
例如关注寒潮来临前的预警，注
意根据温度变化，加强室内和自
身保暖等。
5、 寒冷天气下出现身体不适时怎
么办？
寒潮期间居民出现身体不适，

尤其是老年人、孕产妇、婴幼儿和
心脑血管病人、呼吸系统病人等慢
性病患者等脆弱人群身体出现不

适，应及时到医院就诊。
6、 寒潮天气或气温骤降时有哪些
防护措施？
（1）当气温发生骤降时，要注

意添衣保暖，特别是要注意手、脸
的保暖。
（2）关好门窗，固紧室外搭建

物。
（3）外出当心路滑跌倒。
（4）老年人、孕产妇、婴幼儿

和心脑血管病人、呼吸系统病人等
慢性病患者应注意保暖，加强营
养，适度锻炼，减少外出。
（5）注意休息，不要过度疲

劳。
（6）采用煤炉取暖的家庭要

提防煤气中毒。
（7）大风天气，外出注意高空

坠物。
（8）关注天气预报，关注相关

部门发布的寒潮消息或警报。
（上海发布）

《只讲故事不讲理》

内容介绍：讲故事是有效的沟通工具之一。
擅长讲故事的人往往会用故事唤醒对方的情感，

说别人希望听到的内容，在潜移默化中巧妙地表
达自己的观点，而且还不会引起他人本能地猜疑
和拒绝。谁掌控了故事，谁就拥有了消融隔阂、穿
透人心的强大力量。
在《只讲故事不讲理》中，美国故事大赛头

奖获得者金德拉·霍尔剖析了在沟通中，讲一个
好故事的 3 个步骤、4 个重要元素以及 4 种基
本的故事类型。在她看来，我们身边充满了故事
素材，我们需要的，只是收集、整理并有策略地进
行表达。
通过运用本书的故事讲述方法，你也可以成

为一个沟通高手。

《新民说·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
历史》
内容介绍：尽管从军事和国土面积来看，宋

朝是个虚弱的朝代，但就经济和社会角度来看，
宋朝却繁荣昌盛、极具人文精神。那么，宋朝何以
如此辉煌？作者认为，这是因为宋朝拥有一套理
性、完备的政治制度。
在本书中，作者通过给女儿讲故事的形式，

选取了 25 个极具代表性的历史典故，温情讲述
了宋朝的种种政治制度，包括仁祖之法、虚君
共治、台谏系统、文官制、公议、科举制、封驳
制、回避制、独立审判等，完整地呈现了大宋的

政治文明成就。通过分析宋朝权力的架构、制
衡、运作和得失，作者为“宋朝何以如此繁荣”
以及“后来如何走向没落”提供了一个生动而
形象的答案。

【新书推荐】

【招聘信息】

上海红海捷程服务外包有限公司

邮政快递员

要求：初中学历，18 至 45 周
岁，做五休二
薪资：3400 至 4500 元

上海纳薇服装设计有限公司

客服（售前/售后)
要求：中专学历，20 至 35 周

岁，做五休二
薪资：6000 至 7000 元

祥和酒店

前台收银

要求：中专学历，24 至 40 周
岁，做一休一
薪资：4000 元左右

上海警尚餐饮管理服务中心

中式点心师（有点心师证优先）
要求：初中学历，35 至 55 周

岁，做五休二
薪资：2480 至 2780 元

上海星巴克经营有限公司

店员

要求：初中学历，18 至 35 周
岁，做五休二
薪资：4000 至 5000 元

上海金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人事主管

要求：本科学历，35周岁以下，
做五休二
薪资：8000 至 12000 元

上海康柏苑大酒店

客房服务员

要求：中专学历，24 至 40 周
岁，做五休二
薪资：3700 元左右

联系人：冯老师
联系方式：52160606-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