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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岁女孩 218斤重

就诊发现了大问题

前不久的一个周末，娇娇在父母

的陪伴下出现在浙大一院儿科门诊，

接诊的方燕兰副主任医师仔细打量

了一番娇娇———她的脸肉乎乎的、腰

围很粗， 一看就是典型的中心型肥

胖。 尤其明显的是，她的脖子和腋下

黑得像碳一样，这两处的皮肤摸上去

像脚皮一样粗糙， 医生初步诊断，这

是黑棘皮病，是胰岛素抵抗在皮肤的

表现。 更糟糕的是，娇娇在今年 1 月

份来过一次月经后，已经连续 4 个月

没有再来月经了。

娇娇在医院完成了各项检查，结

果令人瞠目：体重 218 斤，腰围 122

厘米，腹部皮下脂肪厚度将近 5 厘米

（正常同龄儿童 0.8-1.2 厘米），尿

酸、肝功能纷纷突破上限，重度脂肪

肝，双侧卵巢多囊样变。

从这一连串的异常数据中，医生

找到了一点苗头： 多囊卵巢综合征，

这是女性常见的内分泌及代谢异常

疾病。“肥胖是多囊卵巢综合征的重

要危险因素，它们相辅相成、相互影

响。 ” 浙大一院儿科主任王春林主任

医师解释，多囊卵巢的女孩往往伴有

肥胖， 但像娇娇这种程度的肥胖，考

虑主要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

连吃 5年外卖

这个习惯要不得

各种毛病， 怎么就找上了一个

13岁的女孩？ 抽丝剥茧，经过一系列

医学检查，排除了病理性肥胖，医生

最终将主要原因锁定在娇娇的一个

生活习惯上：吃外卖。

娇娇的父母开公司， 一门心思扑

在工作上， 娇娇家里基本不开火，她

从小学开始， 除了午餐在学校食堂

吃，早晚两餐都是吃父母点的外卖。

上了初中后，有了手机的娇娇充

分实现了“外卖自由” ，想吃什么就

直接自己点外卖了，汉堡炸鸡、碳酸

饮料、麻辣香锅、红烧肉……她的外

卖菜单上几乎都是些“重口味” 的荤

菜，要是碰上她喜欢的菜，可以就着

吃两份米饭。

“我们也愁啊！ 她从小就比别的

孩子长得快， 差不多从 4 岁开始，一

年都会增重 10斤。 ” 父母透露，娇娇

确实从小就很会吃，等到后来体重控

制不住了，他们也常常批评她，让她

少吃点， 可每次孩子都不愿交流，转

头就吃起了零食。

多年来把外卖当正常用餐，摄入

的都是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日常

又缺乏锻炼，再加上多囊卵巢综合征

往往喜欢找上肥胖的女孩，所有这

些因素， 让这个花季少女在最

美好的年龄遇到了最烦心的

事。

“目前最急需治疗的是肥

胖导致的肝功能损害。 ” 王

春林主任介绍，检查结果

显示娇娇患上非酒精

性脂肪肝炎，已经出现

了肝损， 所以要立即

进行药物治疗，进行

科学的减肥，调整饮

食结构和生活习惯，

改善胰岛素、提高敏

感性， 防止糖尿病、

痛风等并发症的出

现。之后，再根据其自

身情况和医生评估，

制定多囊卵巢的治疗

方案。

外卖吃了 5 年

13岁女孩胖到 218 斤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儿科和营养科专家联合提醒：“外卖看着好，不能当成宝，吃时美滋滋，病时苦兮兮” 。

今年 13岁的娇娇，正在上初二，身高 1.6 米的她，体重却足足有 218 斤。因为肥胖，她被父母硬“拖” 着来到浙大医学

院附属一院儿科就诊，却查出了多囊卵巢、高尿酸、高胰岛素血症、非酒精性脂肪肝炎等一身的毛病。 年纪轻轻，却浑身是

病，这与她连续 5 年的一个习惯有关———天天吃外卖，餐餐离不了。

近年来，对外卖的诟病越来越多，不卫生、不健康、没营养、重口味……

夏天到了，点外卖的人也变多了，那么，外

卖怎么吃才健康？

营养科高级营养师赵卫玉介绍， 最好的饮

食习惯就是自己在家烹饪，并且做到少油、低热

量、低脂肪饮食。像娇娇这样家境优越但又没时

间做饭的父母，可以考虑请保姆，尽量不要点外

卖。

如果实在没办法要点外卖， 赵卫玉也不建

议每天都吃外卖， 不能将外卖作为每天食物的

主要来源。 她给出了外卖选择的一些意见：

1.油炸或含油量高的食物，饮料、奶茶、糕

点类的食物尽量少吃， 点餐时注意避开这

些雷区。 根据中国人的膳食指南，每天

食用油的摄入量控制在 25 克左

右，即一汤匙。

2.可以选择以蒸、煮为烹

饪方式的食物，选择中餐式

的外卖时， 应该均衡营养，

兼顾豆制品、鸡蛋、蔬菜、荤

菜的搭配。

3.当然，还可以自己

再配点黄瓜、番茄、韭菜

等根茎类蔬菜，避免土

豆、芋艿、藕等淀粉含

量高的蔬菜， 在用餐

次序上， 建议先食用

蔬菜，再食用荤菜。

总体来说，外卖

作为快餐， 多是高温、

多油爆炒而成，热量高，

不宜多吃。 无论是自己

在家做还是点外卖，专家

都提醒，一定要增加运动

量， 防止脂肪细胞堆积，

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

外卖怎么点？

营养科专家如此建议

“大便只不过是没被消化吸收的食

物残渣而已，有那么重要吗？ ” 事实是，

食物残渣只是我们大便中很少的一部

分。 健康的大便水分占了 80%，即使是干

硬的大便水分一般也不会低于 50%。

大便除去水分后剩下的固体成分中

包含了剥落的肠黏膜、食物残渣，还有与

人体健康息息相关的肠道菌群。 科学家

们发现每一个人肠道里的菌种构成都是

不同的，就像每一个人的指纹都不一样，

它藏着人体的健康密码。

五云山医院的吴都医师表示， 合格

的大便说明肠道中有益菌占优势， 来自

于肠道的各种疾病风险也会降低。

大便是可以自己制造的， 那么怎样

的大便才算是合格的呢？

首先，饮食正常情况下，每天排便。

其次， 排便顺畅， 如果大便质地合

适，其在马桶中是会浮起来的，如果沉下

去则说明大便偏干， 大便中所含水分减

少了。

再 则 ， 理 想 的 排 便 量 为 每 天

200-300g， 可以采用测量排便前后的体

重来估算排便量。

那么该如何“设计” 出合格的大便

呢？

1、喝足够的水：养成定时和主动喝

水的习惯，不要在感到口渴时才喝水，每

天喝水量 1500-1700ml为宜。

2、吃足够的膳食纤维：新鲜的蔬菜

水果中含丰富的膳食纤维， 这些食物不

但好吃， 而且还起到维持肠道菌群生态

平衡的作用。 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有红

薯、芋头、大豆、毛豆、各种杂粮、南瓜、萝

卜、香菇、蘑菇、海带、木耳、腰果、核桃、

苹果、香蕉、葡萄等。

3、重视自然便意：如果你总是无视

自然的便意忍住不上厕所的话， 肠道排

便工作正常节奏将会被打乱， 便秘可能

随之而来。肠道活动在晨醒、餐后最为活

跃， 大家不妨养成尝试在这两个时段排

便的习惯。

4、规律的运动：刺激肠道将大便送

出肠道的肠蠕动是自发的运动， 但最终

将大便排出时需要盆底肌、腹肌的力量。

规律运动不但有利于正常肠蠕动， 而且

还锻炼我们的肌肉，有助于顺利排便。

5、戒烟限酒，充足睡眠，保持平和心

态。

吴泽宇

便便里藏着健康密码

你的合格吗？

对于老年人来说， 除了白内障外

又一大致盲性眼病就是湿性黄斑变性

了。

白内障可以手术治疗， 那么黄斑变

性的患者能否通过手术或者其他治疗方

式治愈呢？

老年性黄斑变性对视力及视功能会

有较大影响，目前是无法治愈的，只能通

过一些综合治疗手段来控制病情的进

展， 早期黄斑变性的诊断和治疗对视力

预后很关键。 干性黄斑变性目前尚无明

确有效的治疗方案； 湿性黄斑变性患者

主要是通过玻璃体腔内注药或光动力学

疗法来抑制脉络膜新生血管， 达到改善

或稳定视力的目的。

郑佳颖

老年性黄斑变性

可以治愈吗？

湿性黄斑变性可改善

王蕊

年轻时不想生， 如今想怀怀

不上，这让很多夫妻后悔不已。 随

着生存环境及生活方式、 行为的

变化和改变， 不孕不育的发病率

呈逐年上升趋势， 不孕不育作为

二十一世纪的第三大疾病， 近 20

年，我国不孕不育发病率由 3%攀

升至 12.5%～15％。然而 90%的不

孕不育患者通过正规治疗是可以

怀孕的。

家住贵阳的张女士和老公是

大学同学， 婚后就开始计划要宝

宝，一年过去发现没动静，到医院

检查发现夫妻俩都存在问题，张

女士患有双侧输卵管堵塞， 老公

患有弱精子症。 两人四处求医，可

是除了身材越来越臃肿以外，没

有带来其他的效果。

年龄越来越大， 身体也出现

一些问题， 张女士和老公意识到

这种治疗方式不能解决根本性问

题。 经过朋友介绍，来到贵州睿德

迩妇产医院， 生殖中心陈兰主任

经过问诊了解到张女士的经历

后， 说道：“不孕症的病因 95%以

上都是器质性病变， 如输卵管堵

塞、多囊卵巢综合征、子宫内膜异

位、宫外孕等等，这些疾病只能通

过外科手术， 使之恢复了器官的

正常运作和功能后才有可能正常

怀孕。 ”

“这么多年投入了所有精力，

浪费这么多时间， 想想都觉得很

失落， 可能注定这辈子我们只能

领养一个孩子吧。 ” 张女士感叹

道。

“虽然年龄比较大，错过了怀

孕的黄金期， 但是你们的情况是

可以通过我们医院第二代试管婴

儿技术解决的， 在临床中你们的

情况很常见， 找到合适的治疗方

案最重要。 ”陈兰主任说。

作为一家经贵州省卫生健康

委审批通过可开展人类辅助生殖

技术的医院，自成立以来，贵州睿

德迩妇产医院秉持着 “融合医疗

技术、领航生殖医学、致力孕育事

业、彰显国际高度” 的理念，一直

致力于为广大不孕不育夫妇提供

安全、规范的治疗。 2019 年，医院

全年试管婴儿的妊娠率达到 60%

以上。

2020 年贵州睿德迩妇产医院

为了有效推动优生优育和生殖健

康工作的开展， 方便患者求医问

诊， 减轻不孕不育家庭的诊疗负

担，给予有力量的支持，在双休日

期间特邀国内生殖医学界的专家

联合会诊，开展名医见面会，帮助

患者实现抱小孩的梦想。

方便患者求医 减轻不孕家庭负担

生殖专家朱桂金教授每周五上午 9 点—11 点

在贵州睿德迩妇产医院开展线上名医见面会

从今年 6 月 19 开始，

贵州睿德迩妇产医院在每

周五特邀国家名医，华中科

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

济医院生殖专家朱桂金教

授开展线上名医见面会，为

广大患者进行生殖医学方

面的问题提供咨询，名额均

仅限 20名。

更多详情请咨询睿德迩

热线：0851-85512512。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特别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