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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违规医疗
请与本报联系

就医时发现自身权益受到损
害，想投诉不知道渠道？ 看这里！ 贵
阳晚报“医疗美容行业新闻监督热
线” 开通。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违规医疗，
请告诉贵阳晚报，我们将和医疗主管
部门一起来维护您的合法权益！
新闻监督热线：0851-85870512。

眼睛不适别大意——
—

随着 “医疗美容行业新闻监督
热线” 的开通，《贵阳晚报》将一如
既往地担起媒体的监督作用。
同时， 本报长期向广大读者征
集线索，联系相关职能部门，剑指医
疗服务领域中的违规行为； 我们将
依托全媒体力量，让陷阱曝光现形，
让违规医疗行为无处躲藏。

省骨科医院到打哇坪村帮扶

视神经发炎 十来天可致盲
这种疾病没有青光眼、
黄斑病变的高知晓度， 但同
样是一种危险的致盲性眼
病。因为患上这种病，十来天
的时间， 陈先生就逐渐丧失
了视力， 这场飞来横祸让他
备受折磨。而他的经历，也给
很多正在透支身体的人敲响
了警钟。
它就是视神经炎， 一种
由视神经发炎引起的疾病，
常见于中青年。

眼睛不适视力骤降
在网络公司上班的陈先生
是 80 后，身体素质一直不错。就
诊 10 天前， 他在转动眼球时有
一侧突感明显疼痛； 就诊 6 天
前，这一侧的眼睛看东西“像蒙
了一层白雾” ； 就诊 4 天前，视
力开始出现下降，视物不清。 意
识到问题不简单的他，从繁忙的
工作中抽出身来，到医院就诊。
经检测，陈先生患侧眼睛的
视力已下降至 “数指 /20cm” ，

即在 20 厘米的距离能够数得清
手指个数，且看不清视力表中的
第一行，换算成小数视力大概为
0.004。 这一视力已远远低于法
定单眼盲 （视力低于 0.05）的
标准。

视神经炎是什么病
到底是什么病吞噬了陈
先生的视力？ 清华长庚医院眼
科急诊值班医师司山成说，大
众对于无外伤的视力丧失会
想到青光眼， 想到黄斑病变，
但很少有人会想到视神经炎。
根据陈先生的两个典型症状，
可以初步诊断为视神经炎。
一个症状是眼球转动感到
疼痛，“很多人用眼过度后，转
动眼球也会感觉疼痛，但患者转
动眼球产生了明显刺痛感，已经
达到流泪的程度。 ” 司山成说。
另一个症状是患者的视
力在三四天内逐渐下降，如果
是视神经缺血，患者会突然丧
失视力，而视神经炎往往表现
为渐进性视力下降。

为何视神经
会“罢工”
视神经发源于
视网膜的神经节细
胞层， 就像一条条电
缆。视网膜把光信号转
换为视觉电信号，然后
通过视神经传输给大
脑，形成了人体对外界
环境的感官。 视 神 经
炎， 顾名思义就是
视神经因为发
炎而 “罢 工 ”
了。
在 陈 先 生 确 诊 为 MOG
抗体相关性视神经炎后，立即
接受了激素治疗。
不到一周的时间， 他的
视力重新回归到 1.0。 “患
者就诊还算及时。 如
果再晚几天，视神经
炎病情加重，可能就没
有 ‘重见光明’ 的机会
了。 ” 司山成医生说。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韩冬野

贵州省骨科医院
赴紫云帮扶调研

专家提醒
延伸阅读

眼科急诊里的常见致盲病

目前，临床上常见的几大致盲
眼病为白内障、青光眼、老年性黄
斑变性、糖尿病眼病。 对于眼科急
诊来说，快速丧失视力，甚至致盲
的疾病，是接诊率最高的疾病。 除
了前文所介绍的视神经炎外，还有
一些眼部疾病会快速吞掉视力。
1、“眼中风” 。 患者患有糖尿
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病，导致
血管硬化， 血管内皮损害形成血

栓，或血管壁上的粥样硬化斑块脱
落栓塞眼动脉或视网膜动脉导致
发病，俗称“
眼中风” 。 “
正如大家
熟知的脑中风，眼中风的发病也很
凶猛，90 分钟内为黄金抢救时间，
否则视力恢复非常困难。 ” 司山成
说。
2、急性闭角型青光眼。 这是由
于眼内房角突然狭窄或关闭，房水
不能及时排出， 引起房水涨满，眼

给你一个吃饱的理由：

压急剧升高而造成的疾病。 它表现
为突然发作的剧烈眼胀、 眼痛、畏
光、流泪、头痛、视力锐减、眼球坚
硬如石、结膜充血，甚至伴有恶心、
呕吐等症状。 急性发作后如不及时
治疗，可能进入视神经持续损害的
慢性期，直至视力降至无光感且无
法挽回的绝对期。
3、 眼外伤。 日常生活中的意
外、交通事故、人体攻击等都可能

“
口重” 的人

有此一说

或离骨质疏松不远

空腹睡觉伤身
受访专家
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执行会
长 王旭峰
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长、 河南
省营养学会理事长 张丁

肌肉质量下降
当我们睡觉时， 身体还在认真
工作，修复细胞，生成肌肉。 这些过
程需要能量，而能量来源于食物。
如果饿着肚子睡觉， 就限制了
完成这些任务所需的能量， 可能会
让你的肌肉质量下降。

影响睡眠
空腹睡觉时， 可能会由于血糖
太低而入眠困难。 就算睡着了，也难
以进入深度睡眠。

引发肠胃疾病
“空空如也” 的胃可能引起肠
胃疾病。 胃肠空腹时间不宜超过 10
小时，如果晚上不吃饭，从中午到第
二天早上长时间空腹， 胃处于胃酸

受访专家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
养流行病学教授 陈裕明
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与骨
矿盐疾病分会名誉主委 徐苓

直接侵蚀状态，容易引起胃病。

睡前进食四原则
如果晚上非要吃点东西，要把握
好这 4 个原则：
◎避免甜品
睡前一定要避免吃很甜的饼干、
麦片，或其他传统甜品类食品。 这些
甜品会快速升高血糖， 让你更难入
睡。
睡前可以选择碳水化合物，如全
麦面包、非淀粉类蔬菜、爆米花、水
果等，这些食物分解缓慢，有助于防
止血糖飙升，不会扰乱到你的睡眠。
另外，奶类（牛奶、酸奶）、粥类、
面食（热汤面、疙瘩汤）都是不错的
选择。
◎选用清淡食品
尽量不要吃高脂肪、高油，以及
刺激性较强、容易产气的食物，少吃
西瓜等水分大、糖分高的水果。
◎睡前 2~3 小时不吃

导致眼外伤，严重时会导致视力的
永久丧失，如视网膜脱落、眼球破
裂、眼球穿通伤等。
想要一直看到世界的多姿多
彩，每个人都必须爱护好自己的眼
睛。 学习和工作再忙，也要劳逸结
合，注意调节心情，尤其是要了解
急诊眼病的基础知识，把握好黄金
抢救时间窗，以挽救视力。

按照全省脱贫攻坚 “冲刺 90
天 打赢歼灭战” 动员大会的部署
和省卫健委要求， 助力打赢脱贫攻
坚战。 近日，贵州省骨科医院对紫云
县大营镇打哇坪村开展了脱贫攻坚
帮扶。
日前， 贵州省骨科医院在了解到
打哇坪村委、村和平小学缺乏办公用
具、学习用品和书籍时，立即启用医
院 2019 年度联欢会上的职工捐款，
通过精心选择购买、组织职工捐赠等
方式为打哇坪村添置图书及学习办
公用品，
活动当天， 贵州省骨科医院院
长邱冰带领全院职工代表一行人，
将之前捐款购买和捐赠的 400 余套
办公用品、300 余册图书赠与打哇
坪村委、村和平小学。 不仅如此，在
此之前， 医院党委已根据打哇坪村
的实际需求， 出资 5.2 万元为其购
买运草铲车，助力脱贫产业发展。
对此邱冰院长表示， 今年是脱
贫攻坚决胜之年， 医院将对打哇坪
村实际情况及面临的困难进行深研
细研， 尽力帮助村和平小学修缮建
设， 为学生提供更加安全舒适的学
习环境。 同时， 将充分发挥优势资
源，加大对打哇坪村医疗帮扶，接收
村医到院免费进修， 为到院就诊及
治疗的贫困村民减免相关费用，协
助做好大病医疗、慢病管理，坚决防
止贫困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为
打哇坪村 90 天冲刺打赢脱贫攻坚
战贡献骨医人的智慧与力量。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杰

胃肠对糖类的消化吸收高峰大
约在饭后 2 小时左右， 如果摄入脂
肪，这个时间还需要延后。 因此，宵
夜与睡眠应相隔至少 2~3 小时，尽
量在晚上 9 点前吃。
◎不要吃得太饱
睡眠只需要很少的能量，吃得过
饱再睡觉很有可能造成人体把额外
的热量储存为脂肪， 而不是用作燃
料。 上床睡觉前，只要保证没有饥饿
感即可。
《生命时报》

明明一直都注重补钙，为什
么还会缺钙，甚至骨质疏松？
不健康的饮食习惯会促进钙
的流失，过量钙流失会增加机体
缺钙的风险，比如口重的人缺钙
风险比一般人高。 钙是骨骼“支
撑者” ，当钙摄入不足时，骨密度
会越来越低，骨质越来越疏松。
盐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钠，钠
和钙在机体中会随血液来到肾
脏，肾脏将其贴上“有用” 的标
签后，这两种矿物质会被重新吸
收回循环系统供机体利用，这个
过程叫肾的重吸收。
在重吸收过程中， 钙和钠是
竞争关系，大量的钠会制约钙的
重吸收，而无法回到循环系统中
的钙会随着尿液排出体外。 研究
表明，每摄入 500 毫克钠，尿钙排
泄会增加 10 毫克。 因此，“少吃
盐≈多补钙” 绝非虚言。
据《生命时报》

白霜越多
蓝莓越新鲜
蓝莓味道酸甜，果肉细腻，风味独
美瞳之果”“
浆果皇后” 的
特，素有“
美誉。很多人好奇，蓝莓上的“
白霜”
是农残吗？ 为啥不容易洗掉？
这层白霜也叫果粉， 是蓝莓在
生长过程中天然分泌的， 是一些糖
醇类物质，对人体无害，可以吃。 这
些物质不溶于水，因此很难洗掉。 白
霜可以减缓蓝莓果实的失水速率，
同时还让其表面不容易因为湿度过
高而滋生细菌。
其实，这层白霜是蓝莓新鲜的标
志。 因为随着时间延长，蓝莓上的白
霜会逐渐消失。 一般来说，蓝莓的品
质越好，白霜越多。 因此蓝莓要尽量
选择深紫色或蓝紫色，表皮上有厚厚
一层白霜的。此外，表皮光滑不黏手、
捏起来比较结实饱满的蓝莓更新鲜。
买回来的蓝莓用清水冲洗或盐水浸
泡几分钟即可食用。如果放入冰箱冷
藏保存，需要将水分晾干。
湖北省黄石市中心医院临床营养师
胡晓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