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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黑玩手机 小心晃出急性青光眼
不开灯玩手机 真能看
“瞎”
眼
“宅”在家的那段日子里，除了吃饭睡觉，熬夜刷抖音、打
王者、追剧是不是成了你每天的“标配”？原有的生活规律被
打乱，白天不起，晚上不困的夜猫子生活由此开启。即使关
了灯也舍不得放下手机，意犹未尽时在被窝儿里也能刷上半
个钟头。殊不知，
摸黑玩手机，
急性青光眼正在悄悄逼近你。

这绝非危言耸听。在昏暗的光线下用眼，
会造成瞳孔
长时间散大，
堵塞眼内液体循环流通，
导致眼压升高，
青光眼
急性发作。而持续的高眼压还可给眼球各部分组织和视功
能带来损害，
造成视力下降、
视神经损伤和视野缩小，
如果不
及时治疗，
甚至可能导致失明。
当然，
摸黑玩手机只是诱因，
最重要的是个体本身就属于
“青光眼素质”
“
。青光眼素质”
主要说的人群是高度近视、
远视
和有家族病史的青光眼患者。一旦有诱因，
就会让眼压升高，
从而发生青光眼。即便自身属于
“青光眼素质”
，
也千万不用害
怕，
只要控制好诱因，
形成青光眼的几率就会小很多。
除此之外，
摸黑玩手机还很容易引发近视、
干眼、
黄斑
病变等多种疾病，
“手机族”
应当引以为戒。摸黑玩手机对青
少年的眼睛危害尤其巨大，
黑暗中近距离看屏幕，
眼睛眨动
得少，
很容易产生视疲劳，
青少年的视力还在发育中，
长此以
往，
很容易加重近视、
散光等屈光不正问题。

感：
1.如果跟嘴唇一样的软度，
那么眼压就是正常的；
2.如果
跟鼻尖一样硬度的话，
那么眼压已经轻到中度升高了；
3.如
果碰起来像额头那么硬的话，
那么眼压就已经很高了。通
过这个自测的小方法，可以粗略地判断眼压到底正不正
常。当然，
如果感到明显不适，
还是需要看医生。还需要提
醒的是，
人的眼压并不是一个恒定不变的数值。一天中不
同的时间不完全相同。不能单凭一次眼压测量值就判断病
情或确定诊断。
此外，
除了眼睛胀痛、
眼压升高，
青光眼还有以下症状：
恶心呕吐，
眼疼眼胀 当眼压急剧升高时，
可反射性地
引起迷走神经及呕吐神经中枢的兴奋，
出现严重的恶心呕
吐。三叉神经末梢受到刺激，
反射性地引起三叉神经分布区
域的疼痛，
患者常感到偏头痛和眼睛胀痛。
视野变窄，
视力减退 因眼压逐渐升高时，
视神经受到
损害，早期多在夜间出现视力下降和雾视，第二天早晨消
失。晚期出现视野缩小变窄，
这也是青光眼的主要症状。
虹视 看灯光时在其周围出现七色的彩圈或晕轮，
类
似夏天雨过天晴后空中的彩虹，
这在医学上称之为虹视。

四类人高危 更易被青光眼
“盯”
上
脾气暴躁的人 一些人常常情绪暴躁，
情绪不稳定会
导致眼压不稳定，
长期眼压高便会诱发青光眼的形成。
40岁以上的女性 由于40岁左右的女性逐渐步入更年
期，
因此情绪多变，
而这些都是
“青光眼素质”
的表现，
情绪变化
幅度太大，
容易导致眼压急剧升高，
诱发急性青光眼。
过度用眼者 眼睛跟大脑一样每天需要休息。然而，
上班面对电脑，
下班玩手机，
这样的用眼习惯会导致眼睛过
度疲劳，
从而导致青光眼找上门。
高度近视患者 高度近视因为近视性眼球的扩大和视
乳头的伸展，
导致筛板和视乳头旁巩膜薄化，
高眼压压迫视
神经，
导致视神经逐步萎缩，
视野随之逐渐丧失致盲。

一个动作自测你离青光眼有多远
宅家期间，
有些人出现了眼睛胀痛。对一些人来说，
这
可能是正常的，
休息休息就没事了。但对于青光眼高危因素
的人群，
如果是眼压增高引起的，
那就可能是青光眼的预兆。
怎样简单判断眼睛胀痛是不是由眼压增高引起的呢？
在这里教大家一个小方法：
“指测法”
——用两根手指，
只需
两步，
就能自测我们的眼压究竟有没有过高。
闭上眼睛，用食指轻轻触碰眼球，感觉一下眼球波动

“神兽”
返校
从 2020 年 6 月 1 日起，全市普通中学高一、高二
年级，初一、初二年级和小学六年级返校上课。从 6
月 8 日（周一）起，小学四年级、五年级返校上课，一至
三年级同步做好返校准备。具备开园条件的幼儿园
可陆续开园。
“神兽”们陆续“归笼”，是不是让你长舒了一口
气。别忙，
面对作息调整、
学习任务增加，
孩子们返校
后需要完成的健康作业你都做了吗？北京市疾控中心
从预防近视、
运动伤害、
脊柱弯曲等多方面给大家布置
了功课，
并送上
“开学一日攻略”
。快来抄作业啦！
复课初期关注视力变化 北京市疾控中心提醒
家长，
复课初期，
多注意孩子的用眼行为，
关注视力变

青光眼患者的居家
“护眼大法”
青光眼是一种终身性疾病，
居家期间，
要保持良好的心
态和稳定的情绪，
精神压力大，
思虑过多，
好生闷气或大发脾
气，
均易发生急性青光眼；
不要过度用眼，
要避免在黑暗中过度用眼看一个光亮
点。平时看手机时最好调整手机屏幕的对比度，
使亮度和色
泽尽量柔和。有可能的话应在房间开一盏低亮度的背景照
明灯，
缓和一下屏幕和背景环境间亮度的差距。而且持续看
手机时间尽量不要超过20分钟，
要有意识地眨眼，
注意给眼
睛
“减负”
；
避免一次性大量饮水，
水要少量分次喝，
晚间尽量减少
饮水量，
防止诱发青光眼；
对于急性青光眼，
突发的眼胀、
眼痛、
头疼，
伴有视力下
降，
在自我防护良好的情况下，
需要及时到眼科就诊，
降低眼
压，
以防视功能损伤；
对于已经明确诊断的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
患者需按
时用药，
疫情期间可实行网络问诊，
择期去医院就诊；
新冠肺炎病毒可感染眼部结膜，
进而可能引起肺部感
染，
青光眼患者特别是需要长期点用药物的患者需要严格注
意手卫生。
文/王霞 刘力苇（北京康复医院）

这些健康作业快抄

化。具备条件的学校要对学生进行视力监测和屈光
筛查；增加阳光下户外活动。每天保证 2 小时以上的
户外活动时间，体育课和大课间尽量在户外进行，错
时、
错峰，
拉开学生体育活动时的间距；
坚持做好眼保
健操。做眼保健操前彻底清洁双手，
也可选用不接触
眼部的
“眼放松操”
“爱眼操”
；
教室采光不足应用照明
补充。照明光源应采用三基色光源照明设备。
每周至少测量一次体重 常监测体重。每周一
次或数次测量体重变化，及时调整饮食和锻炼强度，
防止体重过快增长。合理安排作息。小学生每天睡
眠时间不少于 10 小时，初中生不少于 9 小时，高中生
不少于 8 小时。合理膳食，均衡营养。每天吃一个鸡
蛋、
喝一杯奶，
多吃新鲜蔬菜、
水果，
零食适量，
别影响
正餐；
学校食堂应提供平衡膳食，
菜肴、
主食应品种丰
富，
供餐满足粗细、
荤素搭配。
尽量选择双肩背包防脊柱弯曲 家长、教师平
常多从背面观察学生立正姿势时双肩是否等高，左
右肩胛骨以及骨盆是否对称；学生注意保持正确姿

势，如坐姿、站姿、行走步态及学习、看电视电脑的姿
势等；加强体育锻炼，增强后背肌肉群的力量，如游
泳、打球、吊单杠等；床不宜过软，枕头不能过高，尽
量选择双肩背包，避免肩重一侧过多；多晒太阳、多
吃含钙丰富的食物等。
初期主打中小强度运动 预防运动伤害，孩子
身体不适时应在运动前告诉老师，避免带病运动。
复课初期注意训练内容以恢复性训练为主，从
“零起点”教学开始，训练以中小强度为主。运
动前检查运动场地和运动器械的安全。
穿 着 合 体 的 运 动 服 、运 动 鞋 ，不 佩 戴 饰
物。做好热身活动。运动时，运动器械必
须在老师指导下使用，做好防护，遵守各
项运动规则，按照动作规范进行练习和锻
炼。运动中受伤，及时告诉老师，主动休
息，密切观察，必要时就医。运动后，做好
拉伸、放松活动，不立即停下，不大量饮
水，不吃冷食，不喝冷饮。

送你上学一日攻略
晨起
自我健康监测。家长和孩子自测体温，如果出
现发热（≥37.3℃)、咳嗽、乏力、腹泻等症状，不要上
学。视病情就医或居家观察，
并及时向班主任汇报。
物资准备。准备好一次性医用口罩或医用外
科口罩、免洗手消毒剂或消毒湿巾、一次性手套、纸
巾等，
并学会正确使用。

上学放学途中
上学放学途中要坚持家庭和学校“两点一线”，
避免不必要的外出活动。
住所距学校较近，建议步行或骑行。尽量避开
人群，
不在人多处逗留。
住所距学校较远，优先选择私家车出行。提前
与家人约好接送时间地点，
不在校门口聚集。
如果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需全程佩戴口罩，有

在校期间

课间 适度活动，杜绝追逐打闹，不串座、不
串班。就近、有序如厕，避免拥挤，如厕前后正确
洗手。
就餐 餐厅排队及用餐时与同学保持一米以
上距离。遵循分时、错峰、单向就餐的原则，避免交
谈，
不要和他人共用餐具、
杯子和食物。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多喝白开水，不喝或少
喝含糖饮料。

进校 间隔一米以上，排队依次进入校园。自
觉接受体温监测，体温正常方可进校，如异常应听
从老师安排。
进班 配合老师在上下午第一节课前做好晨
午检，如有身体不适及时告诉老师，因病缺课的学
生应将病情和就诊信息及时报告班主任。
在教室内应一人一桌，尽量拉开间距，做好教
室通风。

进门用肥皂（洗手液）和流动水按照七步洗手
法洗手，
洗手过程不少于 20 秒。
取下口罩，放置通风良好处。如需更换，按照
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对文具、钥匙、公交卡等频繁接触的物品可用
75%的酒精擦拭。
文/本报记者 李洁

序乘车。避免与咳嗽、打喷嚏的人面对面。乘车过
程中不要用手触摸口、眼、鼻等。减少不必要的交
流，
不在乘车过程中进食或饮水。
接触公共物品后，
立即用免洗手消毒剂或消毒湿
巾擦手。如果无法做到手清洁，
可佩戴一次性手套，
注
意一次性手套不重复使用。到校或回家后及时洗手。

胰岛素用过量真能要人命
小张尽管 40 岁不到，却是个“老糖友”，患糖尿病
10 年，根据医嘱，需要注射预混人胰岛素 30R。考虑
到每天去医院注射不方便，他决定自行在家里注射，
同时自行监测血糖，血糖一直控制在理想状态。但
是，前不久小张发现血糖居高不下，他自认为是胰岛
素剂量太小，于是逐步加大剂量，然而血糖仍然不能
有效控制，却出现头痛、眩晕、欲吐、全身水肿的症
状。家人发现情况不对，马上送小张去医院。医生了
解情况后告知小张，这是胰岛素使用过量后发生的不
良反应。
医生说，胰岛素过量不但会发生像小张那样头
痛、眩晕、欲吐、全身水肿的症状，还可发生行动笨
拙、发抖、视觉模糊、心跳加快、语言含糊、大汗淋漓、
行走困难、神志不清等症状，严重可发生惊厥或昏
迷，如果不及时救治，甚至会死亡。为此，小张住院
后医生把预混人胰岛素 30R 调整为中效人胰岛素

20u 联合口服降糖药，结果空腹血糖及餐后血糖均可
达标。胰岛素是一把“双刃剑”，使用得当是糖尿病
患者的治病“武器”，使用不当有可能成为杀人“凶
器”，这并非危言耸听。
1957 年 5 月 4 日，英国约克郡有一名 30 岁的年轻
女性名叫伊丽莎白，死在自家的浴缸之中，她的丈夫
38 岁的肯尼斯巴洛立即报警。经尸检，细心的法医
官、英国西北法庭科学实验室的艾伦卡利博士发现死
者臀部，共有 4 个细小的针眼，左右两边各两个，而且
死前曾经大量出汗。法医官提出，这是注射过某种药
物，才导致了她丧失反抗能力。法医们立即提取了 4
个针眼附近的组织，进行仔细的筛查试验，得出结论：
过量胰岛素致使伊丽莎白死亡。这一案件被称为“第
一起胰岛素杀人案件”
。
我国也曾发生过给正常人注射胰岛素致人死亡
的案件。2015 年，
某市一家三甲医院分院一名护士因

回家后

调节还需遵医嘱

与男友发生矛盾，给男友注射大剂量胰岛素，导致其
男友因中枢神经功能和呼吸功能衰竭而死亡。
不难看出，过量注射胰岛素会产生严重药物不良
反应，因体内胰岛素过多，血糖会迅速下降，脑组织受
影响最大，可出现惊厥、昏迷和休克，甚至死亡。对一
个正常人来说，注射超过 1 毫升的胰岛素，就有可能
发生休克，剂量再大时，就会因为低血糖对脑细胞造
成不可逆的伤害而死亡。
业内专家指出，胰岛素能促进全身组织对葡萄糖
的摄取和利用，并抑制糖原的分解和糖原异生，因此，
胰岛素有降糖的作用。但是，千万不要以为药用得越
多，病就控制得越好。如果正常剂量胰岛素难以控制
血糖，
可调整胰岛素品种，
或联合运用口服降糖药。
另外，注射方法不对也会造成胰岛素过量。如预
混胰岛素在注射前应充分混匀，混匀不充分会造成短
效胰岛素注射比例增加而引起低血糖。注射短效或

预混胰岛素后需等候 20~30 分钟再进餐，患者此时如
果做家务，
一旦运动过量也会导致低血糖。
因此，除了要掌握胰岛素剂量，还应注意注射方
法。应尽量避免胰岛素加量过快；胰岛素调整过程应
从小剂量开始，缓慢加量，切勿盲目加量，胰岛素每日
总量超过每公斤体重 0.8u 时，常常不能提高降糖效
果，有时反而使血糖更高，容易出现隐匿的或严重的
餐前低血糖。如果发现使用正常剂量胰岛素疗效不
佳，不要自行增加剂量，正确的做法是上医院，根据医
生的建议调整治疗方案。
文/邬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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