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姵夷眼科中心
位于伊丽莎白诺
维娜医院，她是

位高级眼科顾问。她
的专业是屈光白内障
手术、激光视力矫正
手术和老花眼治疗。

　　髂胫束摩擦综合征（iliotibial band syndrome），
是大腿外侧的肌肉紧张或劳损所致。还有腿筋拉伤
和脱水造成的抽筋等，所以运动前一定要做足准
备。

运动应循序渐进
　　热身与缓身运动不可少。快步走前先慢走5至10
分钟，过后也一样，并可伸展腿部肌肉，每个动作
维持约30秒，做伸展运动时不要挺举或弹跳，以免
拉伤肌肉。要循序渐进地运动，而不是过度运动。
　　方式和姿势也要正确，头要向前看，颈与肩
要放松，手要呈90度，放松地跟着步行速度左右摆
动。腰背要直，稍微收腹。行走时臀部要来回向前
和往后，脚跟要先着地再到脚趾。
　　何家影指出，水分可帮助调节体温，润滑关
节，输送营养和去除废物，运动前后若没有补充足
够的水分，可影响体能，让人感觉疲累、抽筋、头
晕，甚至出现一些严重症状。新加坡天气湿热，在
户外快步走更要确保体内水分的充足。
　　何家影说，快步走也要用充分装备。一双能很
好地支撑足弓和脚跟，让脚趾有足够伸展空间，鞋
底厚且柔韧，又可吸收冲击力的鞋子是必需的，若
在户外运动，一套轻便、颜色明亮的运动服也不可
少，并避免选择凹凸不平的步道。

问问自己8道问题
　　相较于其他运动，快步走是较安全的运动，但
也不能掉以轻心。何家影提醒，运动前不妨先问问
自己这几个问题：

——你有心脏病吗？
——你必须按医生的嘱咐运动吗？
——你进行体力活动时胸口会疼痛
吗？
——过去没活动时有过胸口疼痛症状
吗？
——你曾因头晕跌倒或曾失去知觉
吗？
——你的骨骼或关节出现过毛病吗？
运动可能使情况更糟吗？
——最近你有服控制血压和心脏病的
药物吗？
——你知道你为什么不应该运动吗？
　　她说：“如果你有一个答案或更
多答案是肯定的，你又年过40，已有
一段时间没运动，又或者你担心心脏
状况或高血压问题，那你应该先咨询

医生才开始你的运动计划。”

创伤复原不能即刻恢复原先运动量
　　快步走创伤如何处理？应立刻停止运动。如果
扭伤脚或重复性施压出现肿胀，要先冷敷，把伤处
垫高，再就医确定伤势；如果抽筋，可伸展肌肉；
如果疼痛剧烈，无法行走或移动伤处，失去知觉或
精神错乱，得马上就医。
　　许多人创伤一复原就恢复到原来的运动量。何
家影说，这是错误的。“受伤后因停止运动疗伤，
你的肌力、关节的灵活度、心肺功能都削弱了，我
们的身体可能一下子无法承受原先的运动量，所以
开始时最好先把运动量减半，再逐步恢复到原来的
运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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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在于运动，但运动不当可能导致
创伤。预防胜于治疗，本版在东运会进入
倒计时和举行期间，请新加坡中央医院的
物理治疗师，谈快步走，踢足球，在健身
房运动和打羽毛球时，如何避免可能造成
的运动创伤。“运动创伤系列”将分四期
刊登。
　　
　　快步走是一项冲击力低的有氧运动，但仍存在
着危险。
　　快步走适合不同年龄层，不同健康状况的男女
老幼，好处很多。新加坡中央医院高级物理治疗师
何家影指出，快步走可以协助运动者甩掉身上多余
的脂肪，保持健康体重；促进心血管和肺部健康；
改善血脂水平；增加骨密度，预防骨质疏松；提高
肌力和肌肉耐力；降低患高血压、第二型糖尿病、
心脏病、骨质疏松、中风的风险；更好的控制高血
压、高胆固醇、糖尿病、关节和肌肉疼痛及僵硬的
病情；提高心理健康素质；改善身体的平衡和协
调，从而降低跌倒和受伤的危险。

多种不能忽视的创伤
　　何家影说：“跟任何一项运动一
样，快步走也潜在危险。路况不佳、恶
劣的天气、运动装备不当、身体状况或
心肺功能欠佳、运动方式不妥等等因
素，都可能导致创伤的发生。快步走得
不断重复某些动作，重复性压力也可导
致创伤。”
　　足底筋膜炎（plantar fasciitis），这
是脚跟骨到脚趾的韧带退化和发炎的症
状，每当足部受压时，就会牵拉到韧带
而作痛。扁平足者，穿已失去吸收冲击
力功能的旧鞋快步走，都可能引发这一
毛病。
　　內嵌趾甲（ingrown toenail）是鞋
子太小或太紧，行走时一直伤到脚尖
造成的。脚踝关节扭伤则是地不平，
脚踝无力或控制不当导致。拇指外翻（bunion），是
大脚趾关节根部骨节发炎肿痛。鞋子太紧，扁平足
或足弓低者都可能出现这一问题。跟腱炎（achilles 
tendinopathy），那是足跟与小腿之间一条粗壮结实
的肌腱重复过度使用而损伤。
　　同样的，走路的方式不正确，也会造成腰背劳
损。神经瘤（neuroma）是脚趾底部周围神经组织增
生的结果。小腿肌肉和周围组织若反复受压，则会
胫骨疼痛。髋关节滑囊炎（hip bursitis），是不正确
的姿势，肌肉紧绷、髋关节控制不好导致的。
　　跑步膝（runner's knee）是一种膝盖运动伤害，
膝盖骨错位、旧伤、大腿肌肉弱、不平衡、脚步姿
势不良、膝盖反复受压都会出现跑步膝。疲劳性骨
折（stress fracture）则是骨骼反复性压力造成的胫骨
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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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步走是一项冲击力低的有氧运动，男女老幼都适合，但也不能掉以轻心。（档案照）

新加坡中央医院高级物理
治疗师何家影说，快步走
虽安全，也要做足准备以
免受伤。

联合晚报主办保健美容展
日期：5月 23日和24日
时间：上午10时至晚上10时
　　　（星期六）
上午10时至晚上9时 （星期日）
地点：新达新加坡401和402展厅

5月23日（星期六）
上午10时：
讲题：知“足”常乐保健康——谈下肢与足部保健
主讲人：赵雁医师
上午10时45分：
讲题：都市人面对的三大精神健康问题：
　　　焦虑、抑郁和失眠
主讲人：黄明恭医生
下午1时45分：
讲题：心力衰竭的预防与治疗
主讲人：庄玄鸿医生
下午4时：
讲题：外食族该怎么吃？
主讲人：谢莹营养师

晚上7时30分：
讲题：大热天该喝什么汤水？
主讲人：郭美伶医师

5月24日（星期日）
上午11时15分：
讲题：颈腰关节病的防治
主讲人：石印玉教授
中午12时：
讲题：成人与儿童常见的眼睛问题与治疗
主讲人：刘晓薇医生
下午1时45分：
讲题：亚健康
主讲人：蔡文璇医生
下午2时45分：
讲题：惯性便秘的调治
主讲人：蔡淦教授
傍晚6时30分：
讲题：从中医的角度论睡眠养生
主讲人：陈美娥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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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视激光手术矫正老花眼
　　有老花眼、但无白内障问题的病患可选择激
光视力矫正手术控制视力问题。激光矫视手术采
用激光技术改变角膜形状，以解决近视、散光和
老花等视力问题。
　　单视激光矫视手术（Monovision LASIK）是
获得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批准用来矫正老花眼
的首几类手术之一。手术利用激光技术矫正一只
眼来看近，以及另一只眼来看远。在很大程度
上，手术让你保留双眼视力，并拥有驾车时所需
的深度感知。不过，一只眼能更清楚的看见远处
物体，而另一只则能更清楚的看清楚近物。
　　激光矫视手术简单无痛，全程仅10分钟，只
需滴一点局部麻醉眼药水，便可利用激光轻易地
解决近视、散光和老花眼问题。病患在手术后的
二至三个月可能暂时出现干眼问题，但是，同配
戴隐形眼镜所引起的眼睛干涩相比，大多数人的
干眼情况在复原后都会有所改善。
　　在林姵夷眼科中心做检测时，你可尝试配戴
模拟单视镜片，体验单视效果，以确定是否有信
心接受单视激光矫视手术。植入式隐形眼镜是另

一种矫视手术选择，但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并
不批准年龄超过45岁的病患接受这类手术。

问：我有老花眼，哪类矫
正方法最理想？我应该配
戴眼镜还是动手术？老花
眼矫正手术可靠吗？

答：一过了40岁，人们就会开始面对老花眼
（Presbyopia）的困扰，阅读或看近物时，影像会
逐渐模糊。40岁过后，我们的眼球晶体将逐渐失
去弹性，眼部肌肉的自动变焦能力也跟着减退，
形成所谓的老花眼。这种视力退化的情况将随着
年龄增长恶化。
　　有些人因无法适应配戴渐进多焦点眼镜，只
好接受须经常替换使用近视眼镜和老花眼镜的不

便。有些人则对老化过程，以及配戴双焦点眼镜
影响美观，感觉困扰。除此之外，隐形眼镜容
易造成眼睛不适，加剧年过50经常面对的干眼症
状。同时，也会提高角膜溃疡等细菌感染的危险
性，可能损害视力。
　　由于世界各地对老花眼的治疗需求日益增
加，近几年来坊间已出现多种新的矫正科技， 
譬如Presbylasik、角膜镶嵌和Intracor等。当
中，许多技术并未获得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
（USFDA）批准使用，获得有关当局批准使用的
老花眼治疗手术包括单视激光矫视手术、单视白
内障手术和多焦点白内障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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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视激光矫视手术是获得美国当局批准用来矫正
老花眼的首几类手术之一。

年过40，人们会开始面对老花眼的困扰，不论是阅读或看近物，影像会逐渐模糊。

　　和老花眼一样，白内障也是人体老化的必然
过程。由于白内障手术能双管齐下，在去除白内
障的同时，也植入矫正老花眼的镜片，同时面对
老花眼与白内障问题的患者应选择动白内障手
术。
　　动手术时，你可选择植入单焦点或多焦点镜
片来取代变得混浊的眼球晶体。这两种镜片同样
能解决近视、散光和老花眼等屈光不正的问题，
让你在手术后再也不必依赖眼镜。植入了老花眼
睛里，高清晰度（HD, High Definition）镜片材料
可增强视觉敏感度与提高视觉品质。每只眼睛
的手术时间约15分钟，只须滴局部麻醉眼药水即
可。
　　倘若你选择植入单焦点镜片，就可通过单
视享有无需配戴眼镜的便利。单视白内障手术

（Monofocal Cataract Surgery）将在两只眼睛分别
植入单焦点镜片，让你可一眼看近物，一眼看远
处。大脑神经对单视力的适应期一般上为一到两
个星期。之后，大脑将自然地以单视方式使用眼
睛，而你也不会意识到是用哪只眼看近物，哪只
眼看远处。
　　如果在尝试模拟单视效果的测试镜片后，
你觉得不满意，可选择进行多焦点白内障手术
（Multifocal Cataract Surgery）。
　　植入多焦点镜片能让双眼时时刻刻都可看清
楚远近物体，不论眼球处于哪个位置，都可根据
观看距离调节焦距。对比配戴渐进多焦点眼镜需
要往上看远或往下看近，手术过后大脑神经将能
适应多焦点视力系统，可自动根据观看距离选择
调节眼球焦距。

　　如果你不喜欢
配戴眼镜或隐形眼
镜，不妨考虑动老
花眼手术，其优点
在于你在日常生活
中再也不必依赖眼
镜，手术成功率也
高。此外，若在某
些特殊情况有罕见
的需要，还可通过
配戴眼镜，进一步
增强视力。

植入镜片的白内障
手术。

林姵夷眼科中心主办老花眼华语讲座
日期：6月11日下午5时至傍晚6时
　　　6月13日上午11时至中午12时
地点：喜来登酒店（Sheraton Towers）
　　　Diamond Room B1，39 Scotts Rd
地铁站：纽顿（Newton）
有兴趣的公众，请通过电话登记：6570 2220。
入场免费。

老花眼矫正手术可靠吗？

白内障手术让你把世界看得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