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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监督之窗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
平的提高，人们对自身健康越来越重
视和关注。眼睛作为“心灵的窗户”，
眼部健康体检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对
视力的保护方面，更在于对其他疾病
的早期发现。眼底是由众多非常重要
的结构组成，包括视神经、视网膜、视
网膜动静脉血管，黄斑（视物中心）等，
眼底检查是眼科体检的重要内容。

通过眼底检查可以发现以下眼科
疾病：

高度近视视网膜病变

可能会出现视网膜脉络膜萎缩，视
网膜变性、裂孔、视网膜脱离、黄斑出
血。此类患者要避免剧烈运动及碰撞
眼球，定期到医院进行详细的散瞳眼底
检查，若发现视网膜变性或裂孔可及早
进行激光治疗，以防止视网膜脱离。

高血压性视网膜病变

是一种常见的心血管系统疾

病。高血压患者当中往往随着高
血压时间的延长，部分患者会有眼
底病变，同时有可能会有心、脑、肾
等脏器的受损。高血压性视网膜
病变一般情况下有一个逐步发展
的过程，主要是一开始为血管痉
挛，因为长期的高血压导致视网膜
动脉收缩、狭窄、血管迂曲。随着
疾病的进一步发展，患者往往会出

现动静脉拱桥征或者压迫征，动脉
下的静脉偏曲，就可能会引发视网
膜缺血，会导致患者出现视力下
降，视物模糊，患者往往会有视网
膜局部渗出甚至有可能会出现眼
底出血，视神经水肿。

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

造成视力改变，严重者可致盲。

定期眼底检查，可根据病变所处阶段
采取适当治疗，包括药物、激光、手术
等治疗。

眼底视神经杯盘比异常

青光眼患者会有视神经改变，可
以通过眼底检查观察到。患者应及时
到眼科就诊筛查是否视神经损伤、视
野缺损，以防失明。

老年性黄斑变性

是老年人常见的致盲眼病，50岁
以上患者双眼先后发病或者同时发
病，进行性视力损伤。主要询问老人
是否有视物变形、视野中有暗点或者
视力下降等情况。一旦有上述症状，
及时建议专科就诊，明确诊断以便及
时干预治疗。

重视眼底检查，及时发现、及时干
预与治疗可有效延缓以上疾病的发
展，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来源：搜狐网

别以为眼科就是查视力
眼底健康更要重视 本报讯（汤怡晨 妇幼宣） 2021年

12月22日，市妇保院产科专家陈丽云
为一名患有肥胖症、高血压、子痫前
期、脂肪肝、高脂血症等多重并发症的
产妇紧急手术，争分夺秒分娩一健康
女婴。术中，陈主任倒吸一口凉气，直
呼母女“命大”，只见胎儿分娩出后，其
脐带呈罕见血栓状态：三根脐带血管
有两根已经因梗阻而变成暗褐色，脐
带血液完全凝固，仅剩的一根血管十
分细小，随时都有凝固的风险。

据介绍，该患者27岁，不到1米6
的身高临产前体重却直逼200斤！虽
然每次产检，陈主任都反复强调，要求
其严格控制体重，但由于其特殊体质，
控制效果不佳。在孕晚期的最后一次
产检，经验丰富、心细如针的陈丽云发
现患者凝血功能过强，同时胎心和之
前相比有略微减少的趋势，她敏感察
觉到这是一个异常信号，即刻将其收
治住院，第一时间进行了手术，好在有
惊无险，母女平安。

脐带血栓是临床比较罕见的一
种病理情况，一旦血栓形成，脐带血
流完全阻断，数分钟内胎心就会消
失。脐带血栓形成的原因，可能孕

妇处于高凝状态，可能孕期体重管
理不佳导致高血脂、高血压引起凝
血功能过强，还见于免疫系统疾病
或者脐带扭转。值得一提的是，目
前，无法通过孕期检查手段明确筛
查出脐带血栓。

在此，陈丽云呼吁广大准妈妈，孕
期产检十分重要，针对高危因素要及
时发现、尽早干预，尤其是天气转凉，
很多准妈妈只想赖在家里，不想出门，
但定期产检和适当运动少不了。另一
方面，有的准妈妈管不住嘴，火锅烧烤
样样来，吃着吃着，体重就蹭蹭蹭往上
涨，这就加大了孕期肥胖、糖尿病、高
血压、高血脂的发病率，同时，还会诱
发其他严重并发症的风险。

脐带血栓

市妇保院紧急手术保母女平安

□本报通讯员 卫监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卫生监督协
管工作，充分发挥三级公共卫生网络
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前哨作用，保障
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近日，常州市卫生
监督所对全市卫生监督协管工作进行
了督导考核。

督导组深入辖市区卫生监督机构
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协管站，采取“听
取汇报、查看资料、现场指导”等方式，
依据《2021年常州市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卫生监督协管项目考核标准》对各

单位“队伍建设、业务指导、基础档案
建设、信息报送、日常巡查、宣传培训”
等工作内容进行检查，同时随机抽取
14家服务对象实地查看协管工作质
量，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现场进行
指导并提出整改要求。

从检查情况来看，各辖市区高度重
视卫生监督协管工作，卫生监督协管机
构制度健全、培训指导到位、绩效考核
有落实，基层协管单位按要求开展日常
巡查，及时上报卫生监督协管信息，各
项协管工作较往年有较大的提升。

下一步，常州市监督所将持续关
注卫生监督协管工作，强化督导培训，
筑牢基层监管工作网底，切实保护全
市人民群众健康权益。

我市开展卫生监督协管工作督导考核

□本报记者 赵霅煜
通 讯 员 高婷叶 德宣

王力宏的妻子一条5000字的博
文，引爆2021年的网络。文中控诉王
力宏婚前婚后多次出轨；嫁给王力宏
后被当作“生育机器”，而王力宏和他
的家人都对她进行冷暴力，王力宏对
孩子不管不顾……

李靓蕾指出王力宏经常对她使用
情绪操控（gaslighting），而冷暴力就属
于情绪操控的一种方式。“gaslight-
ing”直译为煤气灯效应，来源于1944
年美国上映的电影《煤气灯下》。在这
部影片中，为了霸占女主继承的遗产，
男主精心布局，一步步刻意引导她迷
失自我变成疯子。他故意激怒对方却
指责对方的情绪出现问题；他限制女
主社交，把她牢牢禁锢在自己身边；他
躲在暗处操纵着煤气灯，忽明忽暗的
灯光诡异瘆人，让女主开始怀疑自己；
他反复设计暗示女主有精神问题，使
女主变得神经兮兮……

冷暴力很可怕，它像一条隐蔽又
阴暗的毒蛇游走在你的身边，从不正
面攻击，却能让你整天焦躁崩溃而又
无计可施。莫名其妙的不理睬、冷若
冰霜的态度，同在一个屋檐却仿佛处
在两个世界。冷暴力表现为故意长期
反复地忽视一个人，伤人于无形，是一
种精神虐待，常被用来影响和控制对
方的自我感知，达到精神折磨与思想
控制的目的。

冷暴力起源于亲密关系中权力的
不对等。亲密关系中的权力是指一种
影响对方、同时抵制对方影响的能力。
如果你发现在一段亲密关系中，对方总

对你使用冷暴力，可能就意味着，在某
些情况下，对方的权利比你大。

“谁先认真谁就输了”，听起来似
乎有些不负责任，但社会心理学家发
现亲密关系中存在着“较少兴趣原
则”，即对维持关系抱有较少兴趣的那
一方，因为不害怕失去而拥有更多权
力。也就是说，对亲密关系投入越少
感情，越不在乎的那一方，越有能力影
响对方。

现实中很多“煤气灯人”并没有意
识到自己正在采用计谋操纵别人，或
是在打压、伤害对方。这种“无意为
之”的“煤气灯操纵”属于“被动攻击”，
或者说是“隐形攻击”。

“被动攻击者”不打你，不骂你，也

不直截了当地拒绝你，但他们的不合
作、不作为、不认真常常会惹怒你。“被
动攻击者”顶着一张人畜无害的脸，抢
占了受害者的位置，利用舆论的压力
去惩罚你、报复你，这是一种绵里藏针
式的攻击，微笑隐忍下的敌意。

这些隐形攻击者打着爱的旗号，
往往却并不是出于爱，而是为了彰显
在这段亲密关系中的权力和地位。

这世上，有些人靠消耗别人的眼
泪来止住自己的眼泪，但不要认输，你
可以这么做：

1、你可以足够自信。“如果我们总
接受别人对自己的定义，就会相信他
们的评价更加真实”。建设性的批评
有益于自身发展，而持续性的负面批

评则会对人的自信心造成严重打击。
当一个人不够自信时，会更容易被这
些隐形攻击影响和打击，甚至会因此
一蹶不振，觉得自己无可救药。

2、你可以足够独立。对他人的
过度依附也许有一日会成为他人攻
击你的武器。人生的每一阶段都要
努力保持自己的人格独立、精神独
立、经济独立，才不会将自己置于无
路可走的境地。

3、你可以有很多选择。封闭的圈
子只能带来同样有限的信息，狭窄的
认知只会催生更多的偏见。不要被一
种身份所定义，寻找你所热爱的一切。

4、你可以学会寻求帮助。自我
意识混乱时会更容易受人影响，及时
地向信任的亲人朋友或专业医生倾
诉疑惑、寻求帮助，才能尽早发现问
题，做出改变，摆脱情绪操控，重新找
回自我。

爱情不应该是一场权力的游戏，
一起掌舵，才不会沉没。

高婷叶 副主任医师，中德高级认
知行为治疗师、国家心理治疗师、注册
心理师。江苏省研究型医院学会睡眠
分会委员，常州市医学心理学会常务
委员，常州市医学会心身与行为医学
分会委员，常州市医学会精神医学分
会委员，常州市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
分会委员。从事医学心理临床工作十
余年，擅长焦虑、抑郁、失眠、神经症、
心身疾病等各类精神心理疾病的药物
和心理治疗。儿童、青少年情绪行为
问题，亲子关系等问题的心理治疗。

“煤气灯人”与冷暴力

“王力宏”们“权力的游戏”

本报讯（陈荣春 刘华联）元旦前
夕，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武进区湖塘
镇马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举行口腔专
科共建型医联体签约和揭牌仪式。

马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始建于上
世纪80年代，地理位置优越，服务人口
约12余万。近年来，中心口腔科迎来
跨越式发展，以发展口腔种植修复为核
心，积极开展热牙胶填充、前牙美学修
复等新技术，目前已成功创建为市级基

层特色科室。
成立口腔专科共建型医联体，标志

着市一院与马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携
手发展掀开新篇章。市一院将始终充
分发挥学科和技术优势，通过专科共
建、探索基于分级诊疗的医联体实践模
式等创新举措，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
层，不断提升马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医疗服务能力，让百姓在家门口即能享
受三甲医院同质化的医疗服务。

常州一院与马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共建口腔专科医联体

家长都希望自家娃“高”人一等，
蹭蹭蹭往上蹿个儿，很多孩子却存在
长胖不长高的现象，还有家长认为孩
子是晚长，最后发现其实就是矮小。

若家长没能正确识别矮小，可能
会错过最佳的干预时间。如何识别
矮小？

和同龄孩子比较

想要及时识别矮小，较为简单的
方式便是和同龄孩子比较。虽然每
个孩子的生长发育情况存在一定的
差异，每一阶段的生长幅度也有不
同，但对于同龄和同性别的儿童来
说，在同一时期内的身高增长并不会
有明显差异。若家长发现某一阶段
内孩子的身高比同龄孩子矮很多，应
考虑是生长发育迟缓所致。有些家
长长时间没有见到孩子，突然见到后
并没有感觉他们的身高有明显变化，
这也可能是生长发育迟缓，应及时到
医院就诊。

观察生活细节

通过观察一些生活细节也可以识
别矮小。如孩子从幼儿园时期在学校
里站队就一直排在前三排，在班级里

的座位越来越靠前，两三年前买的裤
子到现在穿着还正好，所以通过以上
生活细节可以早期识别矮小。家长还
要多注意观察孩子的饮食、睡眠及运
动情况，这三者是影响身高发育的重
要因素。若儿童长时间挑食或偏食、
不爱运动，甚至是睡眠质量欠佳、晚

睡，都会导致身高发育速度缓慢，易造
成身材矮小。

检测骨龄

骨龄是各年龄时的骨成熟度，贯
穿于整个生长发育过程，比实际年龄
（CA）更能反映人体骨骼的成熟度，

孩子个子能长多久，不应看年龄，不
是17、18岁还会长，要参照骨骺闭合
的时间。若家长觉得孩子长得不高
或一段时间没长，可以带他们到专科
医院，如儿童保健科、内分泌科就
诊。骨龄检测方法是对左手和手腕
部位拍摄一张X光片，专业医生会通
过观察各个骨化中心的数量、大小以
及形态进行评估并出具骨龄报告。
不过，骨龄的进展呈现连续性、非匀
速性、个体性的特点，因此单凭骨龄
预测身高并不完全科学，但骨龄发育
明显提前或落后时，都有可能导致身
材矮小，需尽早就医。

观察第二性征发育情况

性早熟的儿童早期身高增长速度
较快，但后期生长速度会明显减慢，有
些会导致其身材矮小。我们可以通过
观察孩子什么时候出现第二性征发育
来识别性早熟，若女孩8岁前乳房发
育，男孩9岁前睾丸增大，都属于性早
熟。性早熟会导致体内性激素分泌量
增多，骨骼成熟较快，骨龄超过实际年
龄而导致骨骺线提前闭合，影响孩子
最终身高。

来源：搜狐网

有这几个特征，孩子可能长不高
喝茶养生，是中国人千年来的传

统。喝茶不仅能帮助我们补充水分，
还具有一定的降脂减肥，强健骨骼，抗
氧化等功效。

喝茶也十分有讲究，不同的季节
喝不同的茶才能发挥茶的最大养生价
值。中医主张：春饮花茶，夏饮绿茶，
秋饮青茶，冬饮红茶。冬季喝红茶具
有暖胃、助消化、强身体等多种作用。

冬季首推红茶

中医认为，红茶性温，可以温中驱
寒，养人体阳气，对于冬季暖身防病大
有益处。现代研究表明，红茶经过发
酵后，富含胡萝卜素、维生素A、钙、磷、
镁、钾、咖啡碱等多种营养物质，可以
补充能量，生热暖腹，增强人体的抗寒
能力，还具有防止心血管疾病的功
效。研究发现，红茶中富含一种类黄
酮化合物，对预防中风和心脏病有一
定的帮助。另外，红茶也可以根据自
己的口味搭配其它东西做成自己喜欢
的饮品，比较百搭，受欢迎程度还是比
较高的。

冬季也适宜常喝黑茶

黑茶能消食化积，消化脂肪，调整

三大代谢 (糖代谢、脂肪代谢、水代
谢)。黑茶品种繁多，普洱茶就是其中
一种，具有清热、消暑、解毒、消食、去
肥腻、利水、通便、止咳生津、养气、提
神、化痰等功效，冬天气温低，寒气重，
人体阳气减弱，喝普洱茶能有利于提
高人体抗寒能力，很适合脾胃虚弱的
人喝。

在冬季，养生以温为主，如果有人
喜欢喝绿茶，可以加入一些枸杞、桂圆
等温热的药食同源之品来缓和茶的凉
性。也可以在茶饮中加入一些温肾祛
寒、健脾益气的食物，对冬季养肾也有
一定的好处。

天冷了，不妨来一包好茶，为新一
年的健康打好基础吧。

来源：搜狐网

冬季首推2款茶，养出来年好身体

茶喝对了才养生


