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聽話、不吵鬧、不跑
跳、不給麻煩大人。但兩
三歲的孩子，怎可能是這樣
呢？所以，有經驗的家長，
發現幼童忽然很乖，就會懷
疑，是不是有病了？
長者也是一樣。許多
人以為，人老了就會有許多

E
E
E

從

◆ 林家輝

配眼鏡首重溝通

鼠 蹊痛

了眼鏡後仍解決不到眼睛的問題。 其
實老友記可以向眼科視光師解說自己
日常生活的習慣， 特別是平日會花大
量時間在甚麼事上， 如打麻雀、 看桌
上電腦 、 閱讀或煲劇等等 。 越是仔
細， 就越能幫到你選擇合適種類的鏡
片及度數。
我們發現許多長者沒有每年定期
驗眼的習慣 ， 通常好幾年才檢查一
次 ， 又或在遇到不適時才檢查 。 可
是， 大家要知道眼睛會因應年紀增長
而出現白內障， 散光度數亦因白內障
的出現而有所轉變， 加上多年沒有檢
查眼睛， 度數上的轉變會較大， 配了

◆ 陳啟泰

新鏡片也會較難適
應 。 故此 ， 眼科
視光師會先以試鏡
作實地感覺測試，
並可能調低一部份
散光度數， 然後再決定最終能適應的
新度數 ， 希望把不適的感覺盡量減
輕， 但又能解決長者用眼的需要。 此
外， 如長者本身已有多副眼鏡， 在驗
眼日緊記攜同， 好讓眼科視光師作出
比較及參考。

在選擇眼鏡框的時間，長者應以
鏡框的重量為最首要考慮因素。 年紀
漸長， 鼻樑上的皮膚會變得較薄， 皮
下脂肪組織亦會減少， 鏡框重量過於
長者鼻樑承受，會引來不適。所以，
不宜過於著重鏡框款式而忽略重量這

選擇眼鏡小貼士

老友記快樂看世界

護眼資訊站

事 眼 科 視光
師近 年，
經常接觸很多老友記， 他們有的是定
期檢查眼睛，有的是視覺發現不適，
例如︰眼攰、眼痛和飛蚊等，當中亦
有不少對現有眼鏡表示不滿， 如眼鏡
太重不舒服、 戴上眼鏡後視力仍沒有
改善或很難適應。 那麼， 究竟大家怎
樣才可以選購合適的眼鏡呢？

E

E E
E

要配一副合適的眼鏡，首要的重
點在於溝通。 我發現很多時因為長者
與眼科視光師之間缺乏溝通， 導致配

鼠

內窺鏡技術的改進，研
究人員發現這種令運動
員受長期困擾的痛楚，
很可能是由於鼠蹊深層
的肌筋膜破損而造成。
足球和羽毛球的
急速起動、轉向和剎停
動作，需要大腿內側肌
肉發揮強大的力量。然
而，可能正是由於這些
肌肉太過強壯，久而久
之便把鼠蹊部分的肌筋
膜拉傷，因為大腿內側
肌肉是連接到鼠蹊附近
的。這種鼠蹊痛相當惱
人，基本上患者一運動
便會痛，因此必須暫停
訓練。物理治療方面，
主要是強化腹內肌和盆
腔肌，以穩定骨盆來抵
抗大腿肌肉的拉扯。

個重要因素。 此外， 大家要留意眼鏡
框的鼻托設計， 這小小的鼻托墊是可
以更換的，有大有少，有厚有薄，長
者可主動要求換些較大面積和厚身的
鼻托墊， 越大的接觸點越能將鏡框重
量平均分佈在鼻樑上， 這樣便可大大
減低長者長時間配戴眼鏡的不適。
現時市場上鏡片以纖維鏡為主
流 ， 在選擇上有些地方是需要注意
的。 很多長者誤以為鏡片透光度及不
反光膜的質數對他們影響不大， 因而
大多挑選入門級別的鏡片。 但是， 一
般長者的視力較弱， 入眼的光線質素
會因白內障及玻璃體退化而降低。 所
以 ， 應盡量選擇較優質及多功能鏡
片， 希望能在鏡片上提升已減弱的入
眼光線，使影像質素提升。最後，希
望老友記在配眼鏡時緊記以上幾點，
可以快快樂樂欣賞四周美景。

功效：清熱利濕，健脾養
胃。
材料：合掌瓜約 1 斤、熟
薏米 8 錢、淡菜 4 錢（洗
淨 ）、白米 1 撮、陳皮 1
角。
製法 ： 材料加上清水適
量，沸後，續煲約個半小
時，調味飲用。

春溫滲濕湯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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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鼠蹊痛患者，大多
是運動員，他們患的是
由運動引發的鼠蹊痛。
有些運動特別容
易造成鼠蹊痛，例如足
球和羽毛球，以男性居
多。有學者認為，男性
運動員較易患上此毛
病，與男女的腹股溝和
會陰部分生理結構不同
有關。但無論如何，足
球、羽毛球等運動涉及
大量的急速躍動、剎停
和轉向動作，期間更有
踢腿動作，這些都是導
致鼠蹊受傷的原因。
那麼 ， 到底鼠蹊
裡的甚麼東西受了傷？
好久前，我們對此所知
不多 。 但到了近十至
二十年間，隨著手術和

謂「淡食勝靈丹 」也。下
列食療可作參考：

E

國傳統文化強調

中「乖」。小孩子的乖，

有一氣化五行五臟之說，
書法是一氣化點橫竪撇
捺。練字時，從一筆一劃
一橫一竪中把心神定下
來。字為心之畫，練字即
修心。心以收斂而細，氣
以收斂而靜。一年之計在
於春，咁就事不宜遲了，
大家可偷閒寫寫字吧。
另外，春節過後，
總有點飽飽滯滯，這時就
要清理一下腸胃了，此之

三月，天地俱生，
萬物以榮，逆之則
傷肝 。 如平日較易火遮
眼、臭脾氣，或甚麼都要
拗餐死的長者就要倍加注
意了。
中醫有謂「 怒則氣
上 」，上者，就是頭部腦
袋 ， 這真箇是可大可小
呀！
今借一養生功冀疏
調之 — 就係書法。中醫

能力。而失憶或是認知障礙
症（老年痴呆症 ）的表現，
更不宜忽略。
俗語云︰江山易改，
品性難移。事實上，性格
是不應改變的。倘若長者行
為大改，應警惕，是不是
病了？
例如一向愛出街、打
麻雀、炒股票的，忽然都
放棄了，只躲在家中，宜
變化，頭髮白、皺紋多了
之外，眼矇、耳聾、失憶，
甚至性格改變都是正常應分
的，因為︰「老了就是這樣
的了」。因此也不用處理。
如今我們都知道，眼矇大有
可能是白內障，應做手術改
善視力，耳聾或是可醫治的
毛病，不一定是難以逆轉的
聽覺神經退化，而且，大
可利用助聽器，以維持溝通

E

蹊 ， 對很多人來
說 ， 肯定是個陌
生名詞。
鼠蹊 ， 其實是人
體上的一個部位，跟老
鼠沒有關係。人的腹部
和大腿間的接合處有一
條摺紋，當大腿曲起時
摺紋便會更明顯。因為
它好像腹部與股骨（ 即
大腿骨 ）之間的一條深
溝，所以稱為腹股溝，
這裡大概就是鼠蹊部位。
鼠蹊會痛嗎？
會。鼠蹊痛可以有很多
原因，首先要考慮一些
內臟因素，例如泌尿及
生殖系統和腸臟等。不
過，這些毛病用不著找
物理治療師。以前來找

◆ 朱國棟

春 三月養生之法

中醫辨証

乖 才不妥
◆陳 曰

治療與自療

須知認知退化，不是
老就必定經歷的階段，而是
可以由多種因素導致的疾
病，處理得當，亦可保持
自顧能力，減慢退化。至
於抑鬱症，更是有藥可醫的
疾病，別因低落的情緒而感
到悲觀灰心，應及早求診，
藥效到便可生猛如昔。
記住了，「乖 」不一定
是好事。
懷疑是否有抑鬱症？為何對
一切事物都失去興趣，甚至
連朋友都不見？原來多話、
經常與人辯駁的，忽然沉默
寡言，並不是「乖」了，可
能是情緒低落，甚麼都提不
起勁。
原來十分精明，一眼
關七，到超級市場格價才購
物，常為兒孫出主意的，
慢慢變得糊塗，計算退步，
找續錯誤，也少參與討論，
愈來愈「乖」的，不是「老」
了的緣故。宜做個評估，
看是否認知能力退化所做
成。

健康在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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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藥劑師瞭解大家用藥的方法，以及服藥後的反應及問題，從而指導正確用藥、解答疑惑，以協助大家達到「知藥用藥」的成效，助早日控制病情，以免影響健康。服務完全免費，欲掌握
用藥之道者，請速來電報名，安排與藥劑師會面。電話：2831-32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